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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萨

比萨（Pisa），两河交汇处的重要海港，谜一般的出身，命定与众不同。罗马帝国末期，小小的

比萨并没有和意大利的其它城市一样一蹶不振，反而一跃成为了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即使是在

卢卡成为图西亚（Tuscia）首府之时，比萨依然保持着是最重要的城市，连当时的图西亚侯爵都

被称为“比萨侯爵”。而后，比萨的军事（尤其是海军）力量不断壮大，通过合纵连横，又接连

征服了周边大片土地。中世纪时已成为不可一世的海上共和国。然而在后来和佛罗伦萨的竞争和

冲突中却逐渐处于劣势，衰落到人口自中世纪后几乎都没有变化。如今的比萨，已经不是托斯卡

纳最重要的港口，但1343年建立的比萨大学，却帮助古城稳稳保住了其文化地位和割不断的文脉

。 

(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记得第一次听到“比萨”这个名字，是在上小学时的语文课上，讲到伽利略推翻亚里士多德的理

论，验证“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大胆实验，从此之后的很多年里，在我的脑海中比萨一直只是

有一座神奇的斜塔耸立中央，可对于这个大名鼎鼎的城市，似乎再想不出其它。

但真实的比萨，意外却不失望。比萨有多小？居然小到步行二三十分钟就可以贯穿主要城区，小

到四五十分钟就可以从最南边的机场走到北边的主教堂广场。可全天下精致的小城似乎就是有种

与生俱来的本领，如同面对蕙质兰心善解人意的好姑娘，不见得多么惊心动魄，却舒服得如沐春

风。懒洋洋的走在古色古香的窄街上，沿街窗边大簇大簇叫不上名字来的各色鲜花好像是屋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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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探出的笑脸，间或有打着领结的老先生架着童话般的马车载着游人擦身而过，落日的余晖下

，白马细软的茸毛泛着绸缎般柔柔暖暖的光，达达的马蹄声伴着摇来摇去的铃铛快乐得清脆作响

。

路线：主教堂广场（圣乔凡尼洗礼堂�洗礼堂墓园�主教堂�比萨斜塔）

   

1、Piazza del Duomo / Piazza dei Miracoli（主教堂广场/奇迹广场）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比萨的主教堂广场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比萨最为著名的地标性

建筑：斜塔（即主教堂的钟楼）、主教堂、圣若望洗礼堂以及洗礼堂墓园都在广场上一字排开。1

910年，一个名叫“Gabriele d'Annunzio”的作家/诗人在自己的小说中写下了“苍鹭盘旋在基督的

天空中，在奇迹的草地上”的句子，用以描写这里。自此之后，主教堂广场就又被称为“奇迹广

场”了。如果是坐巴士来到比萨，进入老城门后映入眼帘的就是这里了。古城墙像是一座屏障，

将主教堂广场和外界隔开。站在偌大广场的一角，时时有风吹过，面对大片如茵的绿草和象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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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老建筑，即使游人如织，喧嚣如潮，也仿佛只是静静的独立在天地之间。

   

2、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 （圣乔凡尼洗礼堂）

进入城门后最先看到的就是圆形穹顶的圣乔凡尼洗礼堂，远看颇有点儿像个加高的蒙古包，走近

点儿看更像是个雕花精美、还在淌着奶油的蛋糕，规规矩矩，却可爱多过庄严，并没有一般宗教

性建筑的刻板和拒人千里之外。和比萨斜塔同处并不稳定的地区，这座意大利最大的洗礼堂也意

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倾斜了0.6度，但并不明显。圣乔凡尼洗礼堂还有一个独具匠心之处便是它的声

学设计：建筑师巧妙的利用了声音直线传播的特点设计了这个圆形穹顶，站在穹顶边缘的正下方

，声音会经过多次反射，而最终再回到耳朵里，已经是几秒后的事情了，这样一来，一个人就可

以自己唱和声了，名副其实的“独唱团”。当然，穹顶的回音同时也会让掌声更加显著，这样的

表演得到的掌声也是无比雷动的。另外，如果洗礼堂内有一个布道坛，和西耶娜圣母升天主教堂

中的那个看上去极为相似，它俩都是出自雕塑大师尼古拉皮萨诺之手的经典之作。也是他，同样

负责洗礼堂和一部分主教堂的建筑工程。

开放时间：

十一月到二月： 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

三月：上午九点至下午六点

四月到九月：上午八点至晚上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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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上午九点至晚上七点

   

3、Camposanto Monumentale （洗礼堂墓园）

(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洗礼堂墓园就坐落在洗礼堂的一侧，和古城墙相接，高墙深院，门非常大却没有任何标识，游客

罕至，很容易被忽略。当时本来是在帮同学找厕所，居然阴差阳错，一路顺着“WC”的提示箭

头来到了这里，可见有多不起眼。洗礼堂墓园是这个广场是最后开始的建筑，不知算是巧合还是

真的命定不祥，墓园的建成后不久，比萨的地位至此一落千丈。

开放时间：

十一月到二月： 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

三月：上午九点至下午六点。

四月到九月：上午八点半至晚上八点。

十月：上午九点至晚上七点。

   

4、Duomo di Pisa （比萨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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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这是整个主教堂广场中最宏伟的建筑，不知道是不是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状况有关系，比萨主教堂

建的看上去就像个碉堡一样坚不可摧。阳光透过彩绘的玻璃窗射入大殿，连空气的都有了颜色，

光线中隐约能看到点点尘埃，小心翼翼的轻轻飘拂摆动。大殿中同样采用了黑白相间墙面，和西

耶娜圣母升天主教堂颇有些类似。圆顶上俯瞰的基督像和无处不在的精美绘画作品，让人眼花缭

乱目不暇接。主教堂中同样有个布道坛，是尼古拉皮萨诺的儿子乔凡尼皮萨诺的作品，也是中世

纪最有名的雕塑精品之一。

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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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至二月：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四十五；下午两点至五点

三月：上午十点至下午六点

四月到九月：上午十点至晚上八点

十月：上午十点至晚上七点

票价：2欧（11月1日至二月免费参观）

   

5、Torre pendente di Pisa/Torre di Pisa （比萨斜塔）

(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虽然叫做“塔”，但比萨斜塔本来是主教堂的钟楼部分。它的修建前前后后持续了一百七十多年

。设计之初，建筑师没有考虑到斜塔所在位置地质并不稳定，因此地基只有三米。在斜塔建到三

楼的时候便开始塌陷。而之后的一个世纪里，由于比萨陷入和热那亚、卢卡、佛罗伦萨的战争中

，塌陷问题便被长久的搁置下来，虽然工程停滞不前，但也使斜塔免于被推倒重建的命运。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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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索性将钟挂在了还未建好的三楼上。再次施工后，采用的补救措施是把三楼以上的楼层建成

倾斜方向的部分矮一些。在比萨被热那亚战胜后又停滞了一段。第三度复工后终于建成。

如果站在城门口远望广场，比萨斜塔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站在本来已经排列整齐的队伍中

突然探出头来。这虽然并非最初那位建筑师的本意，却是他的疏忽。可有时命运的奇特之处，就

在于未来的难以预料。如今，除了斜塔本身充满喜感，连周边的游客都值得成为参观的另一个重

点，大家纷纷使尽浑身解数，只为和比萨斜塔同在的二度创作。然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广场上又

恢复了平静，亮亮的光束打在倾斜的塔身上，原本好玩的斜塔好像一下子变了副模样。

比萨斜搭之所以与众不同，除了本身的与众不同，还因为它和另一个名字连在了一起：“Galileo 

Galilue（伽利略�伽利莱）”。虽然现在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质疑历史上的伽利略是否真的亲

自演示“两个铁球同时落地”，但他作为“现代科学第一人”的地位却无可动摇。比萨人更是爱

他到骨子里，连机场的名字都叫“伽利略”。

开放时间：

十二月到一月： 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半

十一月和二月：上午九点半至下午五点半

三月：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半

四月、五月、九月：上午八点半至晚上八点

六月至八月：上午八点半至晚上十一点

十月：上午九点至晚上七点

票价：15欧。

网上订票：http://boxoffice.opapisa.it/Torre/index.jsp （17欧），至少要提前15天预定。

                                                 9 / 25



�������

比萨：倾斜中的城市
  

二、比萨周边

   

1、Lucca （卢卡）

Hilaire Belloc在《The path to Rome》中写到：Everyting in Lucca is good（卢卡什么都好）。魅力可

见一斑：典型的中世纪小城，是普契尼的家乡，被称为“意大利的维也纳”。和西耶娜有些类似

，大致上和同一个路数的，但大概是因为游人比较少的缘故，和西耶娜比起来更加宁静温馨一些

。小城中最著名的是Duomo de San Martino（卢卡主教座堂），Torre dei 

guinigi（圭尼基塔——和San Gimigniano的塔楼有点类似，但是塔顶居然有树木生长！），San

michele in foro（圣米额尔教堂），Piazza dell’ Anfiteatro （圆型露天剧场广场），另外还有就是让

卢卡人为之骄傲的环城城墙。卢卡不大，可沿路线游览，也可以随便走走。

如选择去卢卡，最好加在比萨和佛罗伦萨之间，坐火车距离比萨半小时左右，距离佛罗伦萨两小

时左右路程。另外推荐Piazza Santa Maria Foris

Portam，甜品蛋糕店，物美价廉，据说是纯意大利味道。如需住宿可选择一家叫做Ostello San Fred

iano的青年旅社（hostel），就在圆形露天剧场不远的地方，而且价格不算贵，20欧左右可以住一

晚。很多游记、攻略中强烈推荐，从各大青年旅社的预定网站上也可以发现评分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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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卢卡的旅游信息网站：http://zh.luccaonline.it/ （中文版）；http://en.luccaonline.it/ （英

文版）。中文版翻译质量很差，而且有一些仅限于题目，因此推荐英文版。网站推荐了几条线路

http://en.luccaonline.it/en/lucca-tours.html，有兴趣有时间也可以选择游玩。

   

2、Siena （西耶娜）

                                               11 / 25

http://en.luccaonline.it/en/lucca-tours.html


�������

比萨：倾斜中的城市

                                               12 / 25



�������

比萨：倾斜中的城市

在罗马神话中，一个特罗伊出逃者的后代成了国王，不久后其兄弟谋反篡位，并且逼迫国王的女

儿成为禁止有性生活的女祭司，以使之绝后。可谁知有一天夜里，命运坎坷苦大仇深的女祭司被

战神Mars（玛尔斯）强奸，生下了一对双胞胎：Romulus（罗慕路斯）和Remus（雷姆斯）。虽然

母亲很快遭遇不幸，但两兄弟最终在大慈大悲的台伯河河神的保佑下安全到达了一只母狼身边。

这只母狼堪称古罗马神兽，全身闪耀着母性光辉，用狼奶哺育他俩，后又被好心人收养。这对双

胞胎长大成人后，辗转数年，终于和外祖父重新团聚，并且合力帮助老国王夺回王位。但不久后

，兄弟俩因为建城选址事宜反目，最终罗慕路斯杀死了雷姆斯，并以自己的名字将新城命名为：

Rome（罗马）。而雷姆斯的儿子则在距离罗马两百多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建立了另一座城市：Siena

（西耶娜）。这就难怪为什么西耶娜城内有如此多的有关“母狼乳婴”的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了

。

“西耶娜”的名字，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宁静甜美、能歌善舞的意大利姑娘，谁知她也有着“女强

人”般辉煌灿烂的过去：曾经的西耶娜金融业、商业繁荣发达，和距离几十公里外的佛罗伦萨比

肩，世界上第一家银行早在十五世纪时就出现在这里。历经千年，这位“意大利姑娘”依旧风韵

不减，虽然和老对手佛罗伦萨间的较量已经明显处于弱势，但是每年还是会令大量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流连忘返。如今，斑驳的城墙大部分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其老城区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

遗产，加之这里除了游客之外人并不很多，徜徉其中，仿佛身处中世纪的欧洲一般。英文中有一

个单词和“Siena”只有一字之差：“Sienna”，意思是“赭色”，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就是根据这

座城命名的，在西耶娜很多房子的主色调就是这种类似于棕色、土红、土黄的颜色。从高处俯瞰

，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赭色屋顶未免有些许的杂乱，但说不上来为什么，整个老城就是散发着一

种漫不经心的意大利范儿，特别到了黄昏，那画面更是和心中的电影场景不谋而合。据说之所以

西耶娜整个城市的建筑如此和谐，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拥有着独一无二的标准化墙砖烧制技术

。并且关于每家每户的墙面、窗子等处的外部颜色，政府也规定多多。

路线：田野广场�圣母升天主教堂 

Piazza del Campo（田野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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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古城墙进城步行不久，就能看到最大的中世纪广场之一——田野广场，也有人叫它“坎伯/波

广场”，号称是意大利最美的广场之一。田野广场所在的地方，原本是西耶娜的一个大集市。十

四世纪，广场建成后，成为了市民活动的中心场所，宏伟的市政厅、外部雕饰栩栩如生的小礼拜

堂、高高的Torre del Mangia（曼吉亚塔楼）、

“欢乐喷泉”，还有各式中世纪时期贵族们的建筑，都环绕在这个有起伏的贝壳形广场周围， 使

之成为了西耶娜绝对的城市地标。广场一侧的曼吉亚塔楼是向游人开放的，登上塔顶后可俯瞰西

耶娜，饱览西耶娜美景。

Palio di Siena（西耶娜赛马节）是这里一年一度的大事情。自中世纪时期起，田野广场就开始举行

拳击、马上长枪术和类似于散打之类的活动，到了十六世纪时出现了斗牛比赛。不久后斗牛被取

缔，于是人们先是开始赛水牛，接着赛驴，最后才开始赛马。起初只有每年七月二日举行，自十

八世纪初开始，又在八月十六日增加一场。赛前游客们可以买到代表各个街区的颜色鲜艳的小旗

子，石板路上还会有华丽的盛装游行，参加者的衣着很有趣，有点像扑克牌中的“大王”~

Duomo di Siena （西耶娜圣母升天主教堂）

坐落在田野广场西方不远的西耶娜（圣母升天）主教堂，壮观而精致，外墙是很醒目很特别的黑

白相间，抬眼可见栩栩如生的各式雕塑，巧妙精致，正面顶部的金色彩绘，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九世纪时，西耶娜主教堂的原址还坐落着一个主教的宫殿。到十三世纪初，开始出现有关“运输

黑白大理石”的记录，很有可能主教堂的建造就是始于此时，由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的开端人

物皮萨诺父子（Nicola Pisano 和Giovanni Pisano）主持修建。教堂的大部分栩栩如生的雕刻和装饰

，都是出自乔凡尼皮萨诺之手，而教堂的最大亮点之一——肃穆醒目的布道坛，则是父亲尼古拉

皮萨诺的名作。大约一百年后，第二次大兴土木又开始了。这次的规模达到初建时的两倍，主教

堂的主体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主持这次大规模修建工程的，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哥特式风格

而闻名的雕塑家Giovanni di Agostino。但工程进行了没多久，黑死病来袭，七成西耶娜人遇难，教

堂因此停建，从此再没能重新开始。曾经的工程方案中西耶娜主教堂新中殿，如今已经成了停车

场和博物馆，连同位于南侧本想向外扩展的外墙，虽然仍然留有未完成的痕迹，但却成了西耶娜

当年辉煌艺术成就的明证，洋溢着昔日充盈全城的踌躇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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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还有洗礼堂（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圣若望洗礼堂”）。和佛罗伦萨、比萨不同，

西耶娜的洗礼堂就在主教堂唱经楼东边的地下。除了高耸的洗礼池和周围的雕塑、神龛，抬头仰

望金碧辉煌画工精美的圆顶，一切都是华丽而震撼。另外，教堂博物馆的收藏涵盖了文艺复兴时

的众多大师，米开朗琪罗年轻时的作品也在其中。

吃在西耶娜

作为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姑娘，西耶娜尤其精于糖果、甜点之类的小零食。首推一种

叫“Ricciarelli”的小饼干，有点类似于杏仁酥，有巧克力口味的。制作时，先在面粉里加入研磨

好的杏仁和糖，然后加入蛋清和蜂蜜，做成小饼干的形状后再在上面撒上一层冰糖，因此在烤好

后，Ricciarelli的表面看上去会有一层白白的霜。虽然卖相堪称普通，但是甜而不腻，酥酥的很好

吃，而且它的历史竟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的一次小小的意外。据说是由于仆人不小心，才导

致饼干在高温下烤了很长时间，但是人们却因此发现，这样的饼干更加酥脆美味。

还有一种甜食也和杏仁有关系，叫做“Copate”，被称为“Siena nougat（西耶娜牛轧糖）”，同

样历史悠久。但和Ricciarelli不一样，Copate中的杏仁没有被磨成粉，只是弄碎成块状，然后和蜂

蜜、糖、蛋清混合在一起，压成饼状。

其实牛轧糖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甚至整个意大利都很常见。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地中海地区就开始

出现了。通常先是做成柱状或者一大块，然后切成一片一片来吃。如今口味增多，橙子、柠檬、

香草⋯⋯种类多种多样，每当冬天和圣诞节期间更是尤为普遍。嚼起来甜甜软软，又有点粘牙。

有点想起小时候在幼儿园对牛轧糖的满腔热忱，还有嚼在嘴里时的费力与执著。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Pan de’ Santi（或Pan co' Santi）”的万圣节面包，这或许是最传统的托

斯卡纳糕点。十一月一日万圣节期间，圣徒聚会时气氛欢乐而热烈，西耶娜的信众们为了让平日

口味单调的面包更有内涵，于是把为了过冬而储存下来的核桃、葡萄干之类的配料，和其他不常

用的香料都一古脑混合在一起，因此，最初这种面包被叫做“Panricco（Rich Bread）”。后来由

于人们觉得面包里的各种配料如此珍贵和美味，又加之这种面包已经成为万圣节聚会时餐桌上的

                                               15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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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砥柱，这些配料因而渐渐被称为“Saints（圣人）”，而面包的意大利名字“Pan de’

Santi/Pan co’ Santi”，其实就是“Saints’ bread”的意思。时至今日，Pan de’

Santi已经不再是一种节令性食品，即使是在盛夏的西耶娜，也可以吃得到的。

旅人提示

：由于火车站离城内较远，需要换成公交车才能到达市内，建议选择坐巴士到西耶娜，下了车即

可进城。

   

3、San Gimignano（圣吉米尼亚诺）

十世纪时，这里还是个小村庄，面对野蛮的游牧部落，一位勇敢的主教挺身而出，救了整个村子

，此后这里便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城市的全名是“Ponggiposi San

Gimignano”，即使是简称，也是长长的“ San Gimignano（圣吉米尼亚诺）”。中世纪时，信徒

们渐渐开始选择徒步去圣地朝圣，而连接坎特伯雷和罗马间最古老最著名的朝圣路线之一Via Fran

cigena（法兰契杰纳朝圣之路）穿越托斯卡纳地区，穿越了圣吉米亚诺，成为来自法国或其他北方

地区的朝圣者去往罗马的必经之地，餐馆旅店等服务业由此崛起。这个有着长长名字的小地方迎

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不久后却又因为内斗和黑死病的蔓延而骤然暗淡。

老城中各式建筑的墙上，随处可见古时候拴马用的、如今已经发黑的金属环。不知道那时候的马

和现在的车可不可以划上等号，也许这个小城昔日的兴盛于繁华，从拴马环的数量就可见一斑。

辉煌一时的圣吉米尼亚诺，富有的人们争相建造越来越高的塔楼，高塔比肩林立，被称为“中世

纪时期的曼哈顿”，而小城内这些象征着财富和地位的塔楼曾经一度多达七十多座。随着时间流

逝，佛罗伦萨等其他邻近城市的塔楼已因战争、新城建设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所剩无几，但圣

吉米尼亚诺，在古朴的城墙内，还依然完好的保留了十几座，参差的矗立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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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已婚和尚 提供)

路线：水井广场--主教堂广场

Piazza della Cisterna （水井广场）

进入主城门后，沿着主街一直走，经过一个又一个五彩斑斓的纪念品小店后，迎面有一座古老的

拱形城门（L’arco dei Becci）。穿过城门，左手边有一个醒目的八角形石台躺在并不平坦的广场

上，石台上有深井，顾名思义，这就是水井广场的水井啦。水井广场是法兰契杰纳之路和来往比

萨和西耶娜之间的交汇处，水井曾经是小城中居民饮用水的主要来源，而在那个交通主要靠走的

时代，这里也成了往来行色匆匆的的行人和去往罗马的朝圣者休息之所，长途跋涉的人们有了清

澈甘甜的井水滋润干裂的嘴唇，洗去旅途的疲惫，短暂停留后又是下一程漫长的路。

水井正对面有一家叫做“Gelateria di

Piazza”的冰激凌店，店面很小，却有个得奖无数的“大厨”（有兴趣可详读： http://www.gelateri

adipiazza.com/english/master-gelato-maker.html）。这家店号称有全意大利甚至全世界最好吃的冰激

凌。值得一试，价格也并不算贵，印象中三个球只要2.8欧，口味多的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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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zza del Duomo （主教堂广场）

出冰激凌店后左转，一直走就来到了主教堂广场。水井广场是人们举办庆祝、比赛等活动的主要

场所，而主教堂广场则是这里的政治、宗教中心。相比起西耶娜主教堂的眼花缭乱华丽繁复，圣

吉米尼亚诺的主教堂更加宁静平和，朴素可亲。

旅人提示：

1、圣吉米尼亚诺位于西耶娜和佛罗伦萨间，火车和巴士都可以达到，但是火车站距离古城中心还

有十三公里的距离，需要乘坐公交车，但巴士就停在城边，因此不建议坐火车去。

2、 彩色陶瓷、野猪肉萨拉米香肠（salamino）和葡萄酒是这里的特产。尤其是陶瓷制品，五颜六

色光亮剔透，小到锅铲、刀叉、冰箱贴，大到壁挂、彩色坛子、大花瓶，五颜六色，琳琅满目，

好看到快要窒息。而野猪肉萨拉米香肠和葡萄酒常常在一起卖，萨拉米香肠是意大利人喝葡萄酒

时的常备下酒菜。如果大家远远的看到一个店里赫然伸出一只硕大的野猪头，挂着标签上书n欧

——找他家买就没错了。上面的n欧当然不是猪头的价格，而是指一根萨拉米香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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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

机场

从国内飞罗马的航班降落在Fiumicino（菲乌米奇诺国际机场），机场飞往米兰的国际航班一般会

降落在Milan Malpensa International Airport（马尔蓬萨国际机场，据说是欧洲五大机场之一）。两

个机场去往市中心和火车站的交通非常方便，都有直达的机场巴士和火车。另外米兰的火车站非

常漂亮！

罗马菲乌米奇诺国际机场交通

直达火车

每三十分钟一班，单程14欧，只需二十分钟即可到达罗马中心火车站（Roma Termini）。可以在

自动售票机处购票，也可以在烟草商店（Tabacchi，有一个大“T”的标志处）内购买。

巴士：

在菲乌米奇诺国际机场和Tiburtina站间有往返的巴士（Cotralbus），途中经过罗马中心车站（Rom

a Termini） 。单程4.5欧，用时大约一个小时左右（http://www.cotralspa.it/PDF_Areoporti/tiburtina_te

rmini_fiumicino.pdf ），可以在自动售票机、书报亭、烟草商店等处买到，也可以上车后再购买，

但此时票价为七欧。

米兰马尔蓬萨国际机场交通

火车：

Malpensa Express:

每三十分钟左右一班，一小时左右到达（http://www.fnmgroup.it/website/file/4766.pdf ）。

巴士：

Malpensa

Bus：每二十分钟左右一班（http://www.autostradale.it/sito2_grande/files/perorarisito_mi_mxp_v2.pdf 

），往返于米兰中心车站和马尔蓬萨国际机场1、2航站楼之间，单程票价7.5欧（但三人购票只需

15欧）。

意大利境内城际交通

铁路：

意大利铁路网非常发达，车站一般都在城市中心。火车票并不算贵，而且非常方便购买。大部分

城市的火车站中都有自动售票机，支持英文，从开始选择到拿到车票不超过一分钟！除了现场购

买，还可以在网上提前查询和预订：

http://www.ferroviedellostato.it/cms/v/index.jsp?vgnextoid=3fdbe14114bc9110VgnVCM10000080a3e90aRC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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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火车票常常会有一些打折活动：http://www.trenitalia.com/cms/v/index.jsp?vgnextoid=492299e8e

609a110VgnVCM1000003f16f90aRCRD

巴士：

有关巴士的信息可以咨询当地的旅游信息中心，在那里可以要到详细的时刻表或者要求工作人员

查询特定时间的车次，并预订购买车票。巴士班次、时间、价格等信息的查询网站：

http://www.sena.it/ 据说有英文版，但是没找到。但这并不影响查询使用。

另外Eurolines的意大利网站首页（http://www.eurolines.it/

）和上述网页很像，更奇特的是，只有英文版和德语版按钮，但是没有做超级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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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签证

签证相关

http://www.go2eu.com/bbs/viewthread.php?tid=71743

首先，要和第一次出国的同学们说，千万不要担心签证，申请签证并不麻烦。现在很多家旅行社

都可以代理申请签证，大部分的价位都在一千以上，并且即使选择请他们办理签证，也需要自己

准备所需材料。因此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花一点点功夫，同样可以很快成功的拿到签证的。只要

材料真实齐全有说服力，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再加上人品攒得好，也许两三天就能拿到也说不

定。

http://www.italyvac.cn/chineese/index1.aspx 意大利驻华使馆关于签证的详细解释。

签证类型

意大利提供两种旅游签证：

1、申根区旅游签证，最长有效期90天，可以去任何申根区国家。

2、国家签证，超过90天，但只限于意大利一个国家。

准备材料

以下是需要提交的材料（所有中文材料都需要翻译成英文，可以自己翻）

1. 填写完整并在签证申请表上签名（一定要是A3大小的，可以提前写好，记得签字，也可以到签

证中心后再填）

2. 签证费545元

3. 照片（不是通常的六个月内，而一定要是三个月内的，可以在签证中心拍照，每份35块）

4. 资金证明, 一般五万左右

5.护照（签证到期后仍有最少90天的有效期，首页记得要复印两份，其中一份盖章后会留给申请

人，这是日后来领护照的凭据，也可以选择特快专递邮寄，每份50块）

5. 申请人的在职和请假证明（学生可以找学校开一份在读证明）

6. 户口本

7. 至少六个月以上的资金来源证明（银行对帐单，存折）

8. 欧元现金/信用卡/旅行支票（原件和复印件，每人每天30-50欧）

9. 旅行日程/预定（包括覆盖全程的机票和酒店）

10. 保险（保额最低3万欧，需要提交原件和复印件）

11. 旅行计划（英文，越详细越好）

a、申根区旅游签证和国家签证申请表格下载地址分别为：http://www.italyvac.cn/Include/checklist/It

aly_Schengen_VAF.pdf 、http://www.italyvac.cn/Include/checklist/Formulario_Nazionale_2010.pdf 

，也可以在国内各个城市的签证申请中心免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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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准备材料时，要围绕着两个中心思想来做：1、我有的是钱；2、我肯定回国；由于一般没有和

签证官直接对话的机会，因此要通过所提供的材料让他/她明白，我只是去旅游，繁荣英国旅游经

济，并且完全没有滞留的可能。存款一般五万左右就够了，据说其实达到申请表中自己预计旅游

费用的两倍就可以，但需要综合旅行计划或在意大利停留时间长短来考虑，当然基本上是越多越

好。

c、订酒店和机票很重要。不仅递签时需要提供酒店订单复印件，进入海关时，有可能也需要填写

住处或酒店地址、联系方式之类的。可以选择去booking.com之类的网站选择那些可以免费取消的

酒店，即使被拒，也没有损失。而忘返的机票日期会影响签证上的有效日期，因此不能应付，而

要从一开始就认真。

d、 填完申请表，最后一页有所需材料列表，去递材料前把所有材料对照列表按顺序排好。相关

的重要信息（比如名字、重要条款、项目等）可以用笔划出来。

e、 如果全程并不只是去意大利，而是包括其他申根国家，并且希望申请意大利的申根旅游签证

，那么最好把意大利作为入境国家，即进入申根区的第一个国家。

签证过程

除了递交相关材料，还需要面签，会问一些很简单的小问题，大部分和旅行或之前的出行有关系

。如果英语无法交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换中文交流。相比起一些其他申根国家旅游签证的面签

，意大利已经算比较简单的了。

旅人提示

：如果申请人在三年内获得并使用过美国、加拿大、申根地区国家的签证，就可以免于参加面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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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旅人提示

其它注意事项：

1、大部分著名的景点，特别是佛罗伦萨的景点，一定要提前预约，不然排半天队一个博物馆都进

不去。

2、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城市都不大，旅游点更集中，因此没有必要选择hop on hop

off那种观光巴士。

3、托斯卡纳的明信片有一大部分做的非常漂亮，并且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更加便宜，因此一定要记

得寄一张回来，即使是给自己。但是邮票很难买，有的时候连邮局都拒售邮票，只能在烟草商店

（Tabacchi）中买，远远的看到一个写着“T”的大招牌，就是那里了。

4、无论是乘坐火车还是汽车，一定记得上车或上车前要打票，如果没有的话，即使买了票，也有

可能面临四五十欧的巨额罚——遇到罚款，气势上压倒敌人，但战术上绝不能轻视敌人，如果在

乎，一定不要给钱，可以装不懂英文不懂意大利语，即使最终被带到办公室，是可以要求中文翻

译到达后再谈）

5、坐火车时，如果遇到由于本次列车晚点而不能赶上之后的火车，可以试着和列车长或者其他工

作人员解释，请他们帮忙看怎样解决。如果是人少的不怕晚点的地区性火车，列车长有可能打电

话通知下一班火车等待乘客。

6、 国内很多银行都提供欧元卡，意大利小地方刷卡还不是很方便，因此最好带一部分欧元现金

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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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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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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