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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黎：浪漫之都

“如果你年轻时有幸停留巴黎，那么你的余生无论去往哪里，巴黎永远会与你在一起，因为它是

一席流动的盛宴。”海明威的话早已成为巴黎最著名的广告语。提到巴黎，你会想到什么？是巍

峨的埃菲尔铁塔、雄伟的凯旋门、瑰丽的卢浮宫、奢华的凡尔赛宫、文艺的蒙马特高地，还是时

尚的香榭丽舍大街、浪漫的夜色塞纳河、慵懒的左岸咖啡、星级的米其林美味？

这些绝不是巴黎的所有，来到巴黎，花些时间，在一个安静的公园里，轻松地休息在旧板凳上或

躺在青草地上，找一个巴黎人展开一段会话。你会更能理解，巴黎，这个充满故事的城市，它一

切的浪漫或许都来源于它的怀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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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对购物狂们来说，1月和6月是巴黎最迷人的季节，服装零售业此时正在进行换季大减价，折扣低

到不可想象。年度大减价开始的日期是1月第二个星期的周三和6月的第三个星期的周三，所以计

划行程时还要算准时间。

七八月份是巴黎的暑假，大家纷纷前往海边度假，这意味着巴黎城中的巴黎人几乎走了一半，旅

馆价钱便宜，博物馆也不用排长队，不过仍然有夏日海滩、音乐会等有趣的活动。入秋后城市中

的演出、展览、节庆活动慢慢多起来，人气也渐渐旺起来，海边就渐渐冷清了。夏秋季是旅游旺

季，去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圣母院的钟楼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如果希望节省时间，可以网上订

票或者使用博物馆通票。当然，如果很早就到达景点排队，也可以排在比较靠前面的地方，节省

排队时间。

由于法国本土纬度较高，所以冬夏日出时间相差很大，建议冬日行程不要安排过紧，夏日可以适

当延长出游。巴黎有时天气变化很大，近年气候有些反常，出发前请根据天气情况备好相应衣服

。

全法天气信息查询：www.worldweather.cn/fr/frindex.htm

日出时间信息查询：www.timeanddate.com/worldclock/astronomy.html?n=195

   

2、签证

法国属于申根国家，持有任何一个申根国家签发的护照都可以入境法国。根据法国大使馆的规定

，签证处不负责接受签证申请，所有签证申请通过VisasFrance签证服务中心递交。

申请法国旅游签证步骤：

1、在线注册：cn.visasfrance.org 需要提供常用email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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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备签证申请材料：成功注册后，根据系统提示选择签证类型、填写个人信息、提交申请表格

。VisasFrance会提供一份申请材料清单供参考。也可以参考下文中的签证材料；

3、在线预约递交签证申请材料的时间并打印预约通知单：可以系统给出的时间范围内选择一个最

方便的时间当面递交签证申请材料。时间一旦选定即无法取消。注意打印好预约通知单；

4、递交材料：注意携带好预约通知单、签证申请所需材料及护照，并且务必准时或稍提前。到达

现场后首先核实资料是否完全，然后交纳签证费及签证服务费。可以使用现金或刷卡，如果需要

发票，请保存好收据。然后工作人员会按照使馆的要求审核材料并提问。如果材料不齐全，可能

需要再跑一次，或增加拒签风险。如果没有明显问题，材料会由VisasFrance转交到法国使馆；

5、查询：此后可以随时登录VisasFrance网站查询此次签证申请进程；

6、取回护照：护照返回到VisasFrance后，会收到短信通知，在工作日的08:30-17:30领回护照。领

取护照时需要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申请表校对单。如由他人代领，需要提供申请者的身份

证复印件和申请者的委托书，以及代领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申请表校对单。如果需要发票

，还需要携带收据。

旅游签证（90天以内）申请材料：

1、机票订单（全程或往返日期确定的机票订单）和酒店订单（在申根区内全程酒店预定确认单）

；

2、一份填写完整的短期签证申请表，3.5cmX4.5cm白底彩色近照2张；

3、护照有效期需超过所申请签证有效期三个月，并附护照个人资料页复印件一份；

4、在申根国家区域内整个停留期间的居住和接待担保；

5、经济担保（银行出具的证明）；

6、境外旅行保险，此份保险必须能够在其停留在申根国家期间支付如下费用：由于身体原因造成

的突发事件的回国的费用、紧急的医疗护理费用或住院的费用，此份保险最少赔付叁万欧元；

7、中国公民：户口本原件及户口各页复印件；其它国家公民：有效的在华居留证及复印件；

8、由雇主出具的写明当事人的姓名、职务、收入以及雇主批准其旅游假期的证明原件，该证明材

料上还须标明雇主的地址、电话等联系方式、盖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上公司印章，还

须写明该证明签发人的姓名、职务，并由其签字；

9、在一张空白纸上用中文写清申请人的地址和电话；

10、如是未成年人，需父母或监护人的经济来源证明及授权的公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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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签证费用为60欧元。

办理时长：法国使馆正常受理时间通常情况下为5-10个工作日，旺季期间为15-20个工作日。

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都必须经翻译公司翻译成法文或英文；

2、所有复印件都必须使用A4复印纸；

3、签证申请是否批准，完全由法国使领馆决定；

4、领事馆可能要求消签，即签证持有人本人前往签证处以表明其已经如期回国，并且提供出入法

国的证明。如果接到要求，入境和出境法国时应请边警盖章（法国或其它申根协议国的边警）；

入境中国时请边防盖入境章；保存返程登机牌。如果往返都经其他申根国，最好能提供在法国入

住酒店的发票等证明材料；

5、申请签证可通过中智法签递交材料，或提前通过中智法签预约，直接向法国领馆递交材料。签

证预约和咨询电话：010-64131878，周一至周五08:30-12:00、13:15-16:30

法国驻北京大使馆

主管除下列地区之外的居民或常住人员（以当前居住地址为准）的签证事务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泽路60号 邮编100600

电话：010-85312000

传真：010-85312020

网址：www.consulfrance-pekin.org

安徽、江苏、浙江省和上海市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2层

电话：021-61032200，签证预约和咨询：021-33303600，09:00-17:00

传真：021-61032218

网址：www.consulfrance-shanghai.org

福建、广东、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德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酒店主楼810室 邮编510098

电话：020-28292000，签证预约和咨询：020-6113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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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0-28292001

网址：www.consulfrance-canton.org

辽宁、黑龙江和吉林

法国驻沈阳领事馆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十三纬路34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190000，签证预约和咨询：024-88619591

传真：024-23190001

网址：www.consulfrance-shenyang.org

湖北、湖南和江西

法国驻武汉领事馆

地址：武汉市建设大道568号武汉国际贸易商业中心1701-1708室

电话：027-65797900，签证预约和咨询：027-51519878

传真：027-85778526

网址：www.consulfrance-wuhan.org

四川、贵州、云南省和重庆市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地址：成都市总府路2号时代广场30楼3009、3010、3003A 邮编610016

电话：028-66666060，签证预约和咨询：028-66766560

传真：028-66666103

网址：www.consulfrance-chengdu.org

香港和澳门

法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领事馆

地址：香港金钟夏愨道18号海富中心第二座25-26楼

电话：00852-37529900

传真：00852-37529901

网址：www.consulfrance-hongkong.org

   

3、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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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第三国（欧盟国家以外）的旅行者，须对所携带的商品进行申报，并应该对175欧元以上价值

的物品办理交付关税手续。不管什么情况，某些商品被禁止出入境或须办理严格的手续：文物、

麻醉品、仿制品、武器、植物、象牙。携带7600欧元以上金额出入境须向海关申报。17岁以下人

士不得携带烟草产品和酒精饮品，15岁以下人士不得携带咖啡豆；可免税携带200香烟；100支小

雪茄；50支雪茄；250克烟草；可免税携带1公升酒精度22以上的酒；2公升酒精度22以下的葡萄酒

、餐酒、啤酒；香水60毫升，花露水250毫升；成人可携带价值不超过1200欧元的物品。

如有疑问请咨询巴黎海关，电话：0033825308263

   

4、退税

法国的税是19.6%，但一般在法国只能退税12%，拿到退税单后请仔细检查姓名、护照号、货品明

细及金额，谨防因填错而无法退税。有的店门口会贴Tax Free，有的店没有贴，所以购物时最好先

确认是否能退税以及规定的最低消费金额为多少后才能办理退税。如可以退税，请出示护照进行

办理。

退税销售

如果购买者的长期居住地是非欧盟成员国（持少于6个月的短期签证）且购买商品属于观光零售性

质而非商业经营性质；同一天在同一可退税商店购买商品的含税价格在175欧元以上就可以在购买

商品中从价格减除增值税（TVA）。机场办理退税时，在海关检查以前请勿将商品托运。

信用卡退税：一般是12%，大约2个月后退回账户；

现金退税：扣除手续费一般是10%-10.8%；

自助服务退税机

自助退税机简称PABLO，可以使旅行者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快速处理退税单，离开法国之前自行领

回退还的税金。PABLO自助退税机有蓝色与红色两种，可选择中文操作系统。蓝色机器为退税的

第一步骤，红色机器为退税的第二步骤。蓝色机一般设立在登机手续的区域，人工退税窗口旁。

蓝色机器操作共两步骤：首先在屏幕上选择语言，在把印有PABLO图样的退税单右上方的条码放

在条码扫描处进行扫描。扫描成功后会提示你继续在红色退税机上继续办理。红色退税机位于出

海关之后的候机大厅，设立在这里是为了确认旅客已出境。

红色机器的操作方法与蓝色的相同：首先选择语言，然后扫描PABLO退税单上的条码，输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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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显示屏上会显示退税资料已经得到确认。税金的返还可选择现场领取现金或退还至信用卡中。

务必保留好退税单绿色联，并将粉色联收据装入退税信封里寄出，机场内任何一个带有La

Poste（邮局）字样的黄色邮筒都可以。

   

5、货币与小费

法国通用欧元，硬币1分，2分，5分，10分，20分，50分，1欧，2欧；纸币5欧，10欧，20欧，50欧

，100欧，200欧，500欧。

信用卡

Visa和Master card普遍通用，绝大部分地方都能接受，American Express不少地方尚不接受，Diners

等信用卡接受率也比较低，大型购物场所老佛爷Lafayette、春天百货Pintemps等可以接受银联卡。

信用卡挂失：0033892705705

银联卡

由于信用卡有一定消费限额，对于奢侈品等大额消费，建议使用银联借记卡。法国境内近千家中

国游客访问较多的商户可以受理银联卡，如老佛爷、春天百货、Paris Look、海天、Benlux等免税

店，LV、Cartier、Montblanc、VanCleef、Omega、Armani、Lancel等品牌专卖店，丝芙兰香水连锁

店等。

目前法国有3万台ATM机可使用银联卡提取欧元现金，遍布法国全境。贴有银联标识的ATM或以

下四家银行的ATM机具均可受理银联卡：法国农业信贷（Crédit

Agricole，CAF）、法国储蓄银行（Groupe Caisse d'epargne）、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SG）、里昂信贷（Le Crédit Lyonnais，LCL）。法国农业信贷集团在巴黎的ATM提

供中文界面，其它ATM尚无中文界面。按国家主管部门规定，境外使用银联卡在ATM上取款，银

联借记卡单卡每日累计取款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的等值外币。

当地银联服务热线：0033800905942

大多数银行营业时间是周二到周五09:00-16:30，少数银行周六营业或营业半天，周一也有部分银

行营业，节日前夜银行都会提早关门。

货币兑换

机场、火车站、外币兑换处和银行的主要分理处一般都可以进行外币兑换；交易前最好对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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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进行咨询确认；不推荐使用旅行支票；尽量少带500欧的现金，因为大部分商户拒收。

小费

出租车支付小费一般是车费的10%，非强制；

菜单里已含服务费，给小费并非强制，如果觉得服务或者菜肴不错的话，高档餐厅可顺手留下餐

费的5%，中档餐厅留下零头即可；

酒店一般支付小费在1欧左右即可，平时的清洁等服务无须支付小费；

卫生间内如果清洁人员面前放有盘子，则需支付0.5欧左右的小费或根据其他规定。

   

6、电压与时差

电压

法国的电源插座不同于中国，要用欧式转换插头，法国普遍使用220V、50Hz的标准电源，两相圆

脚。

时差

巴黎位于东一时区，使用夏令时，与北京时差为-7，即平时比北京时间晚7个小时，夏令时（欧洲

国家3-10月）比北京时间晚6个小时。

   

7、通讯邮政

法国国家代码+33，一般电话号码是10个数字，0开头。01代表大巴黎地区座机，02-05是外省即法

国其他地区，06是手机。在法国拨中国电话，+86然后直接加手机号码，如果拨打中国座机要去掉

区号的第一个0。

没有带笔记本的旅客可在报摊亭里买张法国当地的国际长途电话卡。这种卡一般15欧元一张可以

打200分钟左右（平均8分欧元一分钟），拿到卡后到街上任何一个公共电话亭拨打卡上的免费电

话，然后输入卡上的账号即可使用（头次使用可能需要在街上请求别人帮忙，因为语音全是法文

的）。不要买带英文解说的卡，这是给外国人用的电话卡，要比法国卡贵3-5倍。

如果带了笔记本电脑又能上网，可以用SKYPE，不过需要信用卡注册充值，这种方式打电话每分

钟2分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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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话

法国比较大的手机通讯公司有Orange、SFR、Bouygues、NRJ等，推荐使用Orange，可以和中国互

通短讯，其他公司并不保证。

要使用法国的电话卡，您的手机必须是与GSM 900或GSM 1800系统是兼容的，所以CDMA手机在

法国是不可以用的。如果手机不兼容，建议去手机出租店租一部使用。

想在欧洲使用国内手机通话，无论是移动还是联通用户，都需要在临行前去各自的营业厅窗口申

请开通国际漫游服务（带上身份证及上两个月的电话账单），通常在接到申请后24小时内开通使

用。移动用户要求没有无故停机功能方可以开通，与此同时，短信的国际漫游也被开通，移动用

户可以直接使用，联通用户还需要更改短信服务中心的号码。移动用户如果打电话回中国大陆，

应加拨0086，费用在14元-20元/分钟之间，发短信在1.85-2.54元/条之间。

公用电话

法国的公用电话一般是使用电话卡或信用卡，投币电话已经很难在公共场所找到，电话卡可以在

邮局La poste或者售烟亭Tabac买到，打中国建议使用中国卡、天坛卡等（一般只能在华人聚集点

附近买到），建议购买拉丁卡Euro-Latino（打法国、中国都比较划算）。

网络

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连锁店一般有免费无线网络，图书馆一般都有无线网络，不过一般都

有用时、监控等限制，同时Orange、SFR等手机电话公司也提供无线网络，不过是收费的，可使用

信用卡支付或在网点充值，一般7欧左右一小时，包日或者更长时间段较合算（不少连锁酒店、机

场使用），全法还有不少网吧internet cafe，一般2欧左右一小时。

巴黎现在有400个无线发射台为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等地提供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免费上网的

服务。发射基地标有Paris WiFi标志，可以供电脑、手机、PDA等设备接通，是开放式的。连上后

签认责任书后开始计时，每次可连2个小时，并没有连线次数限制，也没有间隔限制。

可以购买Orange、Sfr、Free等公司的全法wifi接入套餐，约9.9欧一周，19.9欧一个月，比较适合在

法停留一周以上的游客。

邮局

法国的邮政局都有La Poste的标志，开放时间为周日上午8时至晚上7时，周末上午8时至中午12时

。除一般服务外，主要的邮政局可以接受或发出国际邮政汇票，并提供传真、电报及硬币与卡电

话服务。位于52 rue de Louvre的邮政总局是24小时办公的。可在咖啡座、酒店及某些报摊购得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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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邮政局同邮箱颜色醒目，通常设于公共场合和邮局的外墙还有路边，每个邮箱外都标

有收集信件的时间，标志estranger的就是寄往国外的，标志banlieu的就是大巴黎地区。   

邮资：可在邮局里面的柜台或自动售卖机上、香烟店（TABAC）买到邮票。邮资一般根据目的地

和信件（包裹）重量而定。往中国寄信建议去邮局购买一种邮资已付的国际信封（enveloppe

prepayée），可通过它邮寄20克以下的信件。

投递周期：一般情况下信件的投递都是很及时迅速的，从法国的一个城市寄往另一个城市一般要2

4-48小时，一封寄至中国的信件一般要四天到一周才能到达。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08:00-19:00

周六08:00-12:00

周日休息

法国邮政卢浮宫营业所（Bureau de Poste du Louvre）   

地址：52 rue du Louvre 75001 Paris

电话：0033140287600

   

8、门票与优惠卡

优惠卡 Paris Visite

巴黎的无限制乘车券中有针对旅行者发行的乘车券，印有各种观光胜地的打折优惠信息，可选择

购买Zone1-3、1-5、1-8之间1、2、3、5天的天票；在票面Zone内无限制乘坐所有公共交通，而且

还可以享受到18个合作伙伴提供的优惠。

1-3区票价：

1日券8.35欧元、2日券13.7欧元、3日券18.25欧元、5日券26.65欧元

巴黎观光券 Parisala Carte

持巴黎观光券可在两天内在巴黎58个乘车点自由乘车，可在opentour的售票窗口买到。

票价：

成人35欧元、儿童15欧元

博物馆通票 Paris Museum Pass

此票可直接进入巴黎大区近60处博物馆（不含临时展馆），无需排队等候。通票可在相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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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巴黎旅游局info处购买。这种通票只在连续的日期内有效，因为2日票要在连续的两天中使用

，一旦使用，不能中断，所以事先要计划好时间。不建议买1、2日票，除非只打算走马观花。把

想去的景点门票相加，估计一下时间，再对比相应天数的通行证价格，就知道是不是划算。另外

，卢浮宫和凡尔赛宫这两个地方都值得花上一天时间游览，单独购票比使用通行证划算。每月的

第一个星期日是博物馆免费开放日，而大多数博物馆星期二闭馆，通行证的使用期限里包括这几

天的话更要好好计划。通行证的有效期从使用当天开始计算，所以提前多久购买都没关系，但是

注意不要一拿到手就填生效日期。网址：http://en.parismuseumpass.com/

票价：2日票39欧，4日票54欧，6日票69欧。

博物馆卡包括：卢浮宫、奥尔赛博物馆、国立现代美术馆（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毕加索博物馆、橘园美术馆、罗丹美术馆、中世纪博物馆、古斯塔夫�莫罗美术馆（Musée

Gustave Moreau）、德拉克罗瓦纪念馆（Musée Delacroix）、装饰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等。

博物馆及纪念性建筑等景点优惠

绝大多数景点18周岁以下免费，2009年4月1日起26岁以下欧盟居民及法国居住者也可免费参观（

有些场所欧盟居住者也适用）。巴黎市立博物馆大部分免费开放，国立博物馆一般每个月第一个

周日免费（有些热门景点如凡尔赛宫等是11月到3月第一个周日免费），26周岁以下者及学生一般

也都有优惠。

官方网址：www.ratp.fr/fr/ratp/c_22599/paris-visite

埃菲尔铁塔网上购票攻略：

作为巴黎最著名的经典，埃菲尔铁塔现场购票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少则1小时。为了免去排队之苦

，建议通过官方网站网上订票。

1、进入官方网上订票网站：http://ticket.toureiffel.fr/

，默认界面是法语，可点击点右上角语言选择钮选择英语。英国旗标志可以切换为英语。

2、选择票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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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种票，一种是Lift entrance ticket access to

summit，这种票是登顶票即可参观2层、1层以及顶部。另外一种是Lift entrance

ticket这种票可参观2层、1层不能登顶。无论哪种票都必须按照票上预约的时间参观。 

3、选择参观日期及购票数量，确认后点击Con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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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参观时间，绿色表示可选，红色打叉表示无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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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Checkout进入支付界面 

6、选择出票方式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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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选择信用卡类型，填写卡号，有效期，卡背面的验证码，打勾“接受条款”，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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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Tip：网上支付由于国内防火墙的原因可能无法实现，方法是请国外朋友帮忙支付，另外请看

下面网友办法，仅供参考：

步骤一、下载软件PacketiX VPN

步骤二、下载连接设置secure.vpn

步骤三、安装软件PacketiX VPN

步骤四、启动“PacketiX VPN Client

管理器”—“连接”菜单—“导入VPN连接设置⋯”—选择已经下载的”secure.vpn”

步骤五、右键“连接”—点击出现的提示框中按钮“AGREE⋯”—等待右下角出现连接成功提示

即可。

此时你的电脑已经被因特网认为是日本的IP地址了，也就是电脑被解放了，你可以订票了。

8、系统会跳出一个提示问你是否继续，选择是。进入Step4，显示付款成功。选择打印门票，以P

DF或JPG格式输出，保存好，并打印出来带着，到现场出示验证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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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危险与麻烦

如果遇见盗窃，抢劫或者被伤害的情况，一定要立刻赶到最近的警察局报案，法国根据职能分成

各种各样的警察，一般身穿深蓝制服，个别警察有权佩带枪支，警察身上会有白色的标志police。

一般工作日里警察局从早上9点到晚上19点办公，周末和节假日全天办公。除了报案之外，如果你

还需要帮助，请联系所属国大使馆，以得到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

地址：11, avenue George V ，75008 Paris

电话：0033147233445

传真：0033147202422

网站：www.amb-chine.fr

如果遗失了信用卡或支票，要马上到所在银行的紧急服务处电话挂失，可以看提款机上面的挂失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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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Express驻法国挂失处电话：0033147777200

Visa驻法国挂失处电话：0033836690880

万事达卡挂失电话：0033145675353

支票挂失：0033836683208

遗失个人物品失物招领处：36, rue des Morillons 75015 Paris

电话： 0033155762020

开门时间：周一、三、五08:30-17:00

周二、四08:30-20:00

可凭身份证明领回自己的物品，但要收一定的保管费用。

旅人提示：

1、要特别注意阿拉伯人和黑人，不要带大箱子坐地铁，因为阶梯很多，很多地铁站没有上下电梯

，地铁是盗窃高发区域，小偷往往成帮结伙分工合作。巴黎街头也有类似中国的“碰瓷”事件发

生，要特别小心看好自己的包，不要将照相机或摄像机暴露在外，停站时不要把相机手机拿在手

中；

2、不要太早、太晚在街上溜达，少看大地铁图，要个小地铁图；

3、钱不外露，平时外面的口袋里面只带50欧元以下现金，其它用贴身钱包放好；

4、在人多的景点，特别是蒙马特高地看到老黑要躲远一些；

5、小心假警察。除了在机场和车站，欧洲很少有警察在景点检查游客护照，如要查钱包肯定是假

的，马上跑到人多的地方或商店中。

   

10、巴黎节庆

新年

新年前夜可以在铁塔下倒数，赏新年烟火，彻夜狂欢。元旦这天夏约宫有各种欢庆活动，但是此

日绝大部分博物馆商场也都将歇业一起庆祝新年。

爵士乐狂欢节

爵士乐的大腕儿每年五月会聚集在巴黎爵士乐狂欢节上，地点是floral公园，其间将有40多场免费

的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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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音乐节

每年夏至时举行。包括爵士音乐节和街头音乐节。爵士音乐节邀请全世界顶级爵士乐队和歌手，

演出多安排在巴黎周边公园，既是欣赏音乐会，又是郊游野餐；街头音乐节则会选择一个晚上，

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内同时开演，众多乐队各据一方，有知名乐队也有业余爱好者，演出风格千奇

百怪，整个巴黎气氛犹如狂欢节。

月光电影节

一场持续半个月的露天电影放映会。不过放映的影片故事都发生在巴黎，放映的地点就是拍摄地

点或与电影有关的地点，比如在巴黎圣母院前放映 《巴黎圣母院》，在圣心教堂前放映《天使爱

美丽》。这种跨时空的情景交融让观众对电影有了更亲切的感受，对巴黎也有了新的认识。

国家遗产日

1984年法国政府将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定为“法国遗产日”，这一天所有公立博物馆免费开放，

私立博物馆减价，平时不对外开放的总统府（爱丽舍宫）、国民议会等重要的国家机构也对外开

放。总统与总统夫人还将亲自为第一批早上进入总统府参观的游客担任“导游”。这项活动现在

已扩大为“欧洲遗产日”。

巴黎不眠夜

在选定的夜晚，从晚18点到早6点，各主要街道灯火通明，地标性景点免费开放，各城区还会组织

通宵的街头艺术表演。

打折季

冬季1月9日-2月12日

夏季6月27日-7月31日

原本欧洲的品牌基本上都便宜过国内价格，加上30-70%左右的打折扣，这样的白菜价会让很多人

疯狂。Chanel和LV等极少数品牌不参加此活动，但Gucci、BV、D&G、Dior等大多数品牌也有部

分货品参与。

巴黎秋季艺术节

从9月到新年假期结束，是巴黎每年一度的秋季艺术节，届时将上演数场音乐、戏剧、舞蹈、电影

、视觉艺术，所有作品都是原创而且首度展出。

   

11、常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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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国际代码：00331

欧洲标准急救电话：112

医疗急救服务SAMU：15

报警电话：17

火警：18

警察总局：0033153715371

旅游信息中心：0033892683030

物品招领处：0033821002525

信用卡挂失：0033892705705

戴高乐机场：00333950

奥利机场：0033892563950

国营铁路公司：0033148876001

巴黎地铁与巴士：0033892687714

城市观光巴士：0033142665656

红色双层巴士：0033153953953

出租车叫车：0033145303030

G7出租车：0033147394739

蓝色出租车：0033149361010

自行车租赁：0033130797930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0033149521950

法国驻华大使馆：00861085312000

SOS急救热线电话：0033147238080

   

12、常用语言

常用语言

Bonjour! - 你好/早上好

Salut! - 你好/再见（年轻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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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revoir! - 再见

Ciao! - 再见（年轻人之间）

Bonsoir! - 晚上好/再见

Merci! - 谢谢

Merci beaucoup! - 非常感谢

Attention! - 注意!

Interdit! - 禁止!

Au secours! - 救命!

Excusez-moi! - 打扰下!

Désolé! - 对不起!

Chine - 中国

实用标识

Entree - 入口

Sortie - 出口

Ouvert - 营业中

Ferme - 停止营业

Interdit - 禁止

Toilettes - 洗手间

Hommes - 男

Femmes - 女

La Poste - 邮局

Banque - 银行

Pharmacie - 药店

Marché - 市场

Ambassade - 使馆

   

13、漫话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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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述：

巴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末，一个凯尔特人的部落沿着塞纳河来到了西堤岛并选择在

岛上定居。经过几个世纪的冲突征战，到了公元508年，弗朗科斯�克洛维一世国王联合高卢人成

立了王国，首府就设在了巴黎。

巴黎在中世纪时期非常繁荣，12世纪时期曾建造了很多世界闻名的不朽建筑，如巴黎圣母院、索

邦神学院、圣礼拜堂和卢浮宫。这之后的几个世纪，巴黎陷入持久的征战，并一度被英国人统治

直至1453年。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为巴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标志性的建筑物、纪念碑在此

期间拔地而起，但后来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发动的频繁的战争及大兴土木几乎毁掉了法国，好在他

还为世人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凡尔赛宫。这之后，骄横专权的路易十六及反复无常的玛丽王后激起

了1789年7月14日的巴黎人民起义，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直到1799年

科西嘉将军拿破仑出现，巩固了政局，成为法国国王。他留给后人拿破仑法典和新古典主义建筑

的典范——凯旋门。随着拿破仑被放逐，法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直至1851年拿破仑三世登

上王位。纵然腥风血雨一直不断，但巴黎就在这漫漫岁月中逐渐变成了世界著名的艺术中心、自

由学术思想的发源地、世界文化和建筑的创造之都，不管发生什么，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都深植

于巴黎人心中。

巴黎分区：

巴黎分为大巴黎（含郊区）和小巴黎（市区），大巴黎包括了近郊92、93、94省及远郊77、78、9

1、95省组成的法兰西岛地区，机场、迪士尼和凡尔赛等都不处于市区；而分为20个区的市区就是

法国人称为的“真正的巴黎”，巴黎人的骄矜由此可见一斑。巴黎市区以西堤岛为中心，以顺时

针方向螺旋排列着20个区，以数字命名，所以知道是第几区就很容易判断出大概方位。1至4区位

于塞纳河北岸，是巴黎最古老的市中心，也是名胜古迹和博物馆最集中的地区，卢浮宫、巴黎圣

母院、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都在这几个区里；5至7区位于塞纳河南岸，第5区即著名的拉丁区

，5、6两区内名校云集，是文化、艺术氛围最浓厚的区域，第7区是各国使馆、国家机构集中区，

埃菲尔铁塔、奥赛博物馆、荣军院都在这一区。

巴黎人：

巴黎人固执，他们不允许在老市区里有超过6层的建筑，但容许流浪者在市中心露宿；巴黎人慵懒

，每周上班35小时还抱怨上班时间太长，宁可在拥挤的地铁里埋头苦读大部头小说；巴黎人时髦

，爱马仕、LV风靡全球，但街上最常见的女性手提袋却是Longchamp的饺子包；巴黎人守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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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埃菲尔铁塔和新凯旋门深恶痛绝，但面对为其城市带来源源不断旅游收入的访客，他们也抑

制不住欣喜⋯⋯这里处处体现着理性与感性的矛盾，用海明威的话说，这席流动的飨宴，它总是

给人无数的惊奇，永远让人觉得有探索不到的角落。巴黎本身是有厚度的，各个角落的不同历史

和各色聚居的人群，一起造就了多姿的声色巴黎。

   

14、在博物馆汲取养分

巴黎景点多，博物馆更多，博物馆里的展品尤其多，只要想得到的东西似乎就有人收藏。如果你

只想浅尝辄止，那地球人都要去的卢浮宫你一定要去，随便把它的一个展厅拆出摆到别处，就是

个颇具分量的博物馆了，更遑论它的建筑本身也足够引人观瞻的。很多国人去卢浮宫就为看维纳

斯、蒙娜丽莎和胜利女神这“三大件”，但如果要真正体会它，一定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

果你喜欢印象派，那奥赛博物馆也必须要去。看到教科书上出现过的《日出�印象》，身边是大

朵大朵的莲花，魂灵似乎也能被唤醒；此外还有荣军院、蓬皮杜⋯⋯其实关于巴黎的细枝末节和

边边角角其实已经被渲染太多，在很多人心目中它是顶级时尚和美食的聚集地，但对热爱艺术和

文化的人来说，无论从画册上还是展览中看到的那些传世艺术品才是真正令人心血澎湃的原因。

   

15、巴黎地铁：因文化而成就

巴黎的地铁发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只要你能找到地铁入口，就没有你不能到达的地方。法国人形

象地说，巴黎的地下被“铁老鼠”掏空了，的确，14条市内地铁线和5条覆盖范围更广的深层地铁

线在巴黎及其近郊纵横交错，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盘桓在城市地下。巴黎地铁有着100多年的历史

，漫长的岁月使巴黎地铁积淀了很独特的文化气韵。与国内相比，巴黎人的生活节奏略显散漫，

地铁上很少见有大声喧哗的，偶尔有卖艺人或唱或弹，到下一站后便拿着帽子或其他容器静静地

从车厢里走过。

巴黎地铁的一大特色就是地铁站台的装饰。设计独特、别出心裁的站台，即使只是在列车经过的

一刹那惊鸿一瞥仍让人久不能忘怀。卢浮宫下面的车站，站台上效仿卢浮宫博物馆搭建着几个展

台，里面陈设着卢浮宫馆藏的复制品，幽暗的射灯光柔柔地将光线洒落在艺术品上，透出沧桑和

神秘；而位于“巴士底”的地铁车站，站台的墙上则绘上了当年法国大革命的巨幅图画，血雨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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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似乎就在眼前，经过的人甚至可以感觉到那隆隆的枪炮声；索邦大学旁边的地铁站，顶棚用带

图案的白釉瓷砖铺成，浅黄色调的柔和灯光把顶棚映射得温馨舒适，全然感觉不到地下的阴凉冷

硬，顶棚图案由一只姿态优雅的鸽子和数十个风格迥异、五颜六色的签名构成，看似简单的一幅

画却又回味无穷。

如果有可能，可以找个机会一个人坐坐巴黎地铁，在地下独行的感觉就像捷克那只活泼又谨慎的

鼹鼠，随意地在自己想参观的出口冒出头来，一边呼吸新鲜的空气，一边欣赏陌生的世界。有人

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光，地铁已经成为巴黎人的生活命脉，那些乘客、街头艺人、乞丐，共

同构成了一幕幕的“人间戏剧”，每天在巴黎的地下世界里上演。诉说着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完

的人生。

值的参观的地铁站：

Abbesses（M12）这里有鲜艳的壁画，该地铁站的台阶高度和蒙马特高地有的一拼。

Arts et Métiers（M11）大量超大尺寸的金属管道裸露在外，让这个地铁站看上去像Jules

Verne潜水艇。

Bastille（M1）

尽管古老的监狱已不复存在，但站点内有一副壁画描绘了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情景，包括攻占巴士

底狱，目前壁画还在制作中。

Concorde（M12）

这座地铁站的上面是臭名远扬的断头台所在地，站点内有一处墙壁贴上了字母式瓷砖，品写出法

语版的“世界人权宣言”。

Liège（M13）马赛克瓷砖装饰让人联想起老式佛兰德城市田园般的风光。

14号线

是巴黎最新的一条地铁，称为“Méréor”，其本身就是一个景点。在该线路上行驶的列车都是

全自动的，可以坐在最前面的车厢欣赏一下巴黎神秘的地下铁路线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Louvre-Rivoli（M1）

博物馆之旅从踏入地铁站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走出地铁后就能进入卢浮宫内部，在金字塔的

黄金色调中，众多埃及艺术品将首先和你打招呼。

Palais Royal-Musee Du

Louvre（M7）在卢浮宫的北墙处，出口位于地上，装饰着色彩丰富的球形，闪着华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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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leries（M1）色彩鲜艳的壁画展示了巴黎中央公园丰富多彩的历史。

Varenne（M13）

这座地铁站距离罗丹曾经的工作室最近，站台上装饰着罗丹的雕塑作品，很浪漫。

   

16、水上看巴黎

塞纳河是巴黎的母亲河，在巴黎寻访，不论走到哪儿，只要一转身，塞纳河就在身旁。塞纳河见

证了法兰西的无数荣耀与耻辱、欢乐与悲伤，它与巴黎紧紧相连，就像一条缠腰玉带，将巴黎轻

轻抱在怀里。法国人说，没有巴黎就没有法国；而巴黎人说，没有塞纳河就没有巴黎。

河两岸的名胜描绘的是城市的美，河之上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却超越了河流本身的意义：数不清的

文学巨子沿河而居——福楼拜的书房窗临塞纳河，莫泊桑与情人常泛舟河上，巴尔扎克、左拉、

都德喜欢在左岸的咖啡馆聚会聊天⋯⋯更有后来的茨威格、乔伊斯、海明威追随他们的足迹，引

发人们向往巴黎的梦。

如果有机会，不妨选择夜晚乘船畅游，月色下的塞纳河温柔而富有诗意，两岸是流光溢彩的华美

建筑，头顶是一座座富丽精巧的桥：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桥历久弥新，艺术桥堪称塞纳河上的空中

花园，亚历山大三世桥华贵招摇，米拉波桥沉静浪漫⋯⋯塞纳河上的桥，是巴黎不可多得、引人

入胜的别样风景，连接着远古和未来，是巴黎人永恒的眷恋。

河有两岸，自然有左岸与右岸，左岸的圣日耳曼大街、蒙帕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是集中了咖

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由于文化知识界聚集在左岸，于是各种书店、

出版社、小剧场、美术馆、博物馆等逐渐建立了起来，围绕这种社交氛围的咖啡馆、啤酒馆也应

运而生，成了左岸知识文化人士重要的聚会场所。从紧靠塞纳河左岸的圣米歇尔大街开始，文化

名人和先贤们光顾和聚会过的咖啡馆、酒吧遍布各个街区。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也许一不留神

就会坐在海明威坐过的椅子上、萨特写作过的灯下、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300多年来，左岸的咖

啡不但加了糖，加了奶，而且还加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精华，加了一份像热咖啡一样温暖的

文化关怀。“左岸”因此而成为一笔文化遗产、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一个时髦的形容词。如果

说右岸凝聚着奢华宏大的文化象征，那左岸则有着着卓尔不群的精神指向。

   

17、血拼逛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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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风情尚不在古迹和博物馆本身，而在于它把历史编织进了永恒的现在时里。不论人们对当

代艺术有多少非议，对高级时装是否有购买的冲动，是偏爱精致的法国大餐还是简单的意大利面

条，巴黎总能借助这些褒贬不一的奢华站在时尚的最前沿。而最令人称叹的，大约是它如何把历

史、时尚融合进巴黎人的日常生活。巴黎是举世公认的时尚之都，一线品牌聚集地，而且很多品

牌的价格比国内便宜得多。像巴黎这样名店泛滥的城市，购物要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昂贵的。但是

在香街上的名店外徜徉，本身就是一种风景，一种其他城市无法领略的风景。

   

18、美食品巴黎

深入巴黎的不仅仅是你的眼睛，当然还有你的舌头和胃。不同于初到巴黎忙着赶路看铁塔买包包

午餐在超市解决的人，慢游巴黎你一定要花时间坐在餐厅里细嚼慢咽。严格来说，巴黎是一个不

适合穷游的城市，不是不能穷游，是不必穷游，不该穷游，这本就是一个带着“奢”味的目的地

。

数着米其林的星星吃大餐，听上去就很高端大气上档次。人在巴黎，总在街头巷尾三明治对付岂

不遗憾？这个有百余家米其林餐厅的城市，实在对得起“不是在吃饭，就是在吃饭的路上”这句

话。除了地道的法国本地菜，巴黎的甜品也很能代表欧洲特色，从平价的法棍到高档的马卡龙，

无一不细致，样样功夫活。而对“左岸文化”有情结的人自然也有咖啡口福，从花神到双叟，再

到艾米丽工作过的双磨坊，你喝到的也许不仅仅是咖啡，更是故事，是怀念。

   

19、午夜梦巴黎

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巴黎的夜生活，也是巴黎的文化资产。对一直对巴黎心驰神往的人来说，红磨坊与丽都夜总会想

必无人不知，购物观景之后，入夜去红磨坊看康康舞也的确是另一种消磨时光的方式。人们都说

夜晚的巴黎比白天更有魅力，因为巴黎是永远不会沉睡的。其实这说的不仅是那些夜生活场所，

更是指灯火辉煌、霓虹灯闪烁的巴黎夜景。巴黎一项法律要求临街的商家在关门之后保留自己商

店的橱窗灯光，这大概是源于法国充足且成本低廉的核能电力与对城市灯光独具匠心的设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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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埃菲尔铁塔每逢整点那15分钟的银灯闪烁，还是香榭丽舍飞驰而过留下的尾灯之痕，都为

巴黎的夜色增添了魅力。

其实巴黎的夜生活很简单，这里不像国内有夜市大排档喝酒划拳喧闹的声音和出入百货商场购物

拥簇的人群，比起国内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巴黎华灯初下，塞纳河畔慢行细赏风景的路人，在

咖啡吧慢饮聊天的男男女女，徜徉在船上听着琴声品着红酒的游客⋯⋯喃喃细语，节奏轻缓，这

大概就是巴黎夜生活的真实写照。

   

20、胶片巴黎

巴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之一，法国人的浪漫气息在这座城市能够完全展现出来。也正

式因为这一点，很多电影都选择以这座城市为背景，因为这样可以让影片中的爱情也得到淋漓尽

致的表达，观影的人们也能够在欣赏出色的故事的同时，欣赏到美丽的而又动人的景色。

巴黎市政厅曾举办过一个“电影中的巴黎”展览，从1895年12月的吕米尔兄弟在巴黎Capucines大

道上的GrandCafe咖啡馆里第一次放映的一小段影片的历史开始，透过在巴黎拍摄的170多部影片

，让观者看到这个城市的不同面貌——有时是塞纳河新桥上的一场浪漫烟火，或是《爱在日落巴

黎时》里的一段旧情难忘；有时是卢浮宫里的一场追踪，或是《巴黎战火》里的惊险之地；有时

是蒙田大街上的一段艺术生活，也可以是《欲望城市》结尾女主角眼中永恒的时尚之都；有时是

天使艾米丽眼中的异想之城，有时是《红磨坊》里的歌舞之城。还有无法一一细数的《法兰西之

吻》、《巴黎二日情>、《戏梦巴黎》、《巴黎拜金女》、《情定日落桥》、《料理鼠王》、《

巴黎野玫瑰》、《巴黎我爱你》、《只要在一起》、《情人奴奴》、《巴黎小情歌》、《时尚女

魔头》、《Julie & Julia》、《两小无猜》、《卢浮魅影》、《新桥恋人》、《Taxi》、《午夜巴黎

》、《巴黎圣母院》、《巴黎最后的探戈》、《巴黎夜未眠》、《绝代艳后》⋯⋯每一幅与巴黎

有关的画面都如同年代久远但保存完好的明信片，在时间中沉淀下来的“老”，也许是这个城市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动人之处。

这些电影胶片述说的就是——巴黎一直都在。

   

21、前往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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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飞

目前，国内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香港都有直飞戴高乐机场的航班，它们分别是：

中国国际航空、荷兰皇家航空、法国航空执飞的北京—巴黎航线；

荷兰皇家航空、法国航空、中国东方航空联合执飞的上海—巴黎航线；

中国南方航空、荷兰皇家航空、法国航空执飞的广州—巴黎航线；

荷兰皇家航空、法国航空执飞的武汉—巴黎航线；

国泰航空执飞的香港—巴黎航线。

转机

转机的话可以考虑下面的航空公司：

荷兰皇家航空、南方航空经停阿姆斯特丹；

阿提哈德航空经停阿布扎比；

俄罗斯航空经停莫斯科；

汉莎航空经停法兰克福；

英国航空经停伦敦；

芬兰航空经停赫尔辛基；

瑞士国际航空经停苏黎世；

泰国国际航空经停曼谷；

大韩航空经停首尔；

新加坡航空经停新加坡；

韩亚航空经停首尔；

卡塔尔航空经停多哈。

就航空公司而言，乘坐欧洲航空会得到较好的体验，价格也相对低廉；国航价格高，语言环境好

。

旅人提示

1、广州飞巴黎，南航和法航是代码共享的，都在CDG

2E，可以上法航网站查询航班是由哪家公司执飞，一般网站上会写明operated by xxx；

2、东航或者和法航共享代码的法航在CDG 2F，国航在CDG 1，国泰在CDG 2A；

3、3到6月份机票价格比较便宜，而到了7、8月份机票会贵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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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其他提示

礼仪

巴黎很多地方比如会议室、餐馆、火车车厢及展览馆等场所是禁止手机响铃的，所以在进入以上

场所之前将手机关至振动。餐馆不宜大声喧哗。巴黎很多地方不允许抽烟，比如机场、教堂、博

物馆及一些咖啡馆，在醒目的地方有禁烟标志。基本的原则是在户外是可以抽烟，室内要看标志

。大部分博物馆不能携带照相机，公共场合不能吐痰，不要强拉外国人拍照。

营业时间

冬季的巴黎9点天才刚亮，17:00后开始黑了。所以很多景点也是9:30后开门，早早关门。商店通常

9:30开门，19:00关门，周四到21:00关门，周日全天不开。所以基本上想白天参观了博物馆，晚上

逛商店是很有困难的。

公共厕所

大多数的法国公共厕所是需要付费使用的，一般是一欧，可以很容易地在街上、地铁站、火车站

或旅游景点找到。假如找不到公厕或手边没有零钱，可以使用快餐店里所设的公共厕所。大部分

快餐店的公共厕所都是可自由出入的，但是在巴黎也许会遇到一些快餐店需要输入密码才可以进

入的厕所。当天使用的密码都会印在账单上，这些账单会被消费者留在桌子上，可以很容易的在

上面找到。很多咖啡馆里面的厕所投币就可以使用，价钱因店而异。

饮用水

法国的自来水是附合直接饮用标准的，可以直接饮用，但大多数的法国人还是喜欢饮用瓶装水，

法国的很多天然矿泉水很出名，深受各国游客的喜爱。

地图查询

全法各个旅游城市旅游接待处，车站，机场，宾馆等各处一般都有免费的城市地图索取处。

可以在网上下载：france-for-visitors.com/france-maps/

在线推荐使用google：maps.google.fr

Mappy：www.mappy.fr 

自驾建议使用米其林：www.viamichelin.fr/viamic

药店

绿色十字标志的Pharmacie就是药店，药店除了卖药以外还出售药妆，如雅漾Avene、薇姿Vi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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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肤泉等。巴黎药店里的产品分成处方类和非处方类两种。前者需要有医院的处方才可以购买，

后者包括一些中档的化妆品和生活用品，柜台购买即可。

巴黎有两家7天24小时营业的药店

Les Champs

地址：84 Avenue de Champs-Elysees 75008

Marey

地址：211 Rue de la Convention 75015

医疗

在欧洲医院看病基本都是医生开具处方，病人自己到城市药妆店根据处方买药。在医院排队挂号

服务等待时间较长（包括急诊），如需紧急医疗服务推荐呼叫SOS医生急救电话：3624(0.12欧/分)

，届时将会有医生提供紧急上门服务，但收费较高，请同时保留好单据，以作日后保险理赔。

其他重要提示

1、法国人罢工是家常便饭，如碰到公共交通罢工故障或航班火车取消，不要惊惶失措，适当更改

行程，不妨停下来更深入地了解一下巴黎；

2、夏季是巴黎旅游旺季，埃菲尔铁塔、圣母院的钟楼可能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最好网上订票或

者起一大早去排队，即使网上购票，铁塔登顶一般也需要2个小时左右，卢浮宫大金字塔入口处的

安检很可能会排长队，可以考虑其他入口或不带包进入；

3、租自行车和坐地铁游巴黎最方便；

4、由于法国本土纬度较高，所以冬夏日出时间相差很大，建议冬日行程不要安排过紧，夏日可以

适当延长出游。有时天气变化很大，近年气候有些反常，出发前请根据天气情况备好相应衣服；

5、住宿要注意区份问题，正常区份没有太大问题，18、19、20区，93省的治安比较差；

6、八月份大部分法国人会去度假，连总统总理也不例外，部分餐厅商店甚至一些酒店也都会年度

性地休假三个礼拜左右，美食爱好者最好提前联系下你物色的餐厅是否歇业；

7、周日下午超市和很多店铺都不营业，水和食物最好提前购买。在非旅游区如果超市关门可以寻

找阿拉伯人或印度人开的小卖部购买，价格基本高出超市一倍。3月到10月期间（夏时制执行期间

）法国日落时间要比中国日落时间晚1小时30分钟到2小时，请注意安排好时间观看日落或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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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巴黎不得不做的事

   

1、徜徉城中 体味传统与例外的碰撞

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不到铁塔脚下走一遭就不算到过巴黎？谁又能想到这座铁塔刚诞生时有多么

不受欢迎？巴黎的总体风格是趋向女性化的，优雅、妩媚、温婉、灵动。铁塔却是个钢铁汉子，

冰冷尖利，在温和圆润的石头城中显得格外突兀。就像个天外来客，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竟然还

居高临下地占据了老大的地位，这是一向维护传统的巴黎人无法忍受的。如今，所有的争论都已

烟消云散。铁塔不仅没令巴黎蒙羞，反而为它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每一个惊世骇俗的建筑在巴

黎竖立起来的时候，巴黎人都是骂的最厉害的，可是包容又富有艺术细胞的市民，最后还是接受

了这些建筑，并引以为傲。同样的还有贝聿铭大师的玻璃金字塔、拉德芳斯的新凯旋门，曾经的

异类，今日皆盛满赞誉。

   

2、穿行博物馆 重温文艺复兴

如果你怀着仿古之心来到巴黎，不妨把从前书里看过、课上听过的艺术品统统重温一遍。在复制

品泛滥的今天，真迹自然并不总给人震撼。断臂维纳斯和蒙娜丽莎画像前汹涌的人潮，也许会给

人时空错位的滑稽。不过，支持你疲惫的双腿踏遍这幅时间和空间疯狂的碎片粘成的拼贴画的，

毕竟是艺术珍品在无数细小的瞬间迎面带来的默默感动。

   

3、数着星星 吃地道法式大餐

不管纯正的法国菜你吃不吃得惯，法餐的精髓与文化是你不能否认的。配合现代都市里已经被打

上了高档标签的法国菜，法餐的常用食材也无一不是精致小巧，以摆盘华美讲究组织结构的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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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花见长。法国有几宝？我们能掰着指头数上一数：几百种奶酪、葡萄酒、巧克力、蜗牛、鱼子

酱、鹅肝酱、马卡龙⋯⋯来到这里，别再舍不得荷包了，在遍地都是米其林餐厅的巴黎，你怎么

舍得每天塞面包果腹呢？一星、二星、三星⋯⋯你先选哪个？

   

4、徒步塞纳河 看两岸万种风情

这条河，不清澈，不壮丽，但是风情万种，生生不息。从铁塔脚下驶出的观光船穿过十几座历史

名桥，最终抵达西岱岛东端的巴黎圣母院；派对船黄昏出没，风流到黎明。巴黎市中心的河道以

人工石砌河堤，有许多宏伟的建筑建在塞纳河两岸，也将两岸划分成不同的特色风格及景观。左

岸是拉丁区，有最浓郁的学人气息，是萨特、海明威们日日流连的地方。右岸是奢侈优雅的所在

，歌剧院、老佛爷百货、香榭丽舍大道，衣香鬓影，那是从不落幕的繁华。从桥底望向岸上，似

看一场无声电影，有幕布，有光影，有情节。谁可以数清楚，在巴黎，在塞纳，每天有多少故事

在上演。

   

5、夜色花都 醉在红磨坊之夜

从秋到春，整整半年的演出季里，以巴黎歌剧院为首的各大剧场演出排期表令人眼花缭乱，巴黎

没有一天在没有音乐、舞蹈、戏剧的冷清中度过。红磨坊的康康舞带来的是另一种只属于巴黎的

声色冲击。豪华的布景，宏大的场面，热火朝天的音乐，健美奔放的女郎，也许不够高雅，却充

满欢乐和活力。红磨坊、丽都、疯马和拉丁天堂四家夜总会，足以让巴黎之夜热火朝天。

   

6、去蒙马特 寻找浪漫的模样

蒙马特高地归属于巴黎市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可以说是巴黎最年轻的一个区，但它却是巴

黎历史风云见证之一，此处巷弄交错，颇具村镇风味。这里有风景秀丽的蜿蜒小径，有高大神圣

的圣心教堂，有画家聚集的小丘广场，有夜夜笙歌的红磨坊，有天使艾米丽工作的双磨坊咖啡馆

，还有写满爱情的爱之墙，这是一个和谐包容了宗教、艺术、香艳和爱情的地方。

                                             38 / 123



�������

巴黎：初体验
   

7、去城市下方 穿越死亡隧道

巴黎的地铁文化已经很有名了，但有个地下墓穴大概鲜为人知。巴黎地下墓穴大约距离地面二十

米，分布在巴黎4区、5区、15区地下及蒙马特高地地下。最初是地下采石场的通道，十八世纪因

为巴黎爆发天花疫症和瘟疫，大批巴黎居民死亡，而地面的公墓面积严重不足，于是把剩下的骨

头拿出来填进地下坑道和一些地下建筑中。于是三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当我们怀着猎奇的心情通

过这里时，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这些匪夷所思的、不可思议的、石破天惊的——放满骨头的地下

建筑。切记拍照时千万不要开闪光灯！一旦使用，隐藏在黑暗中的鬼魂一样的黑人保安就会忽然

窜出来警告你。不要企图带点闪着绿色荧光的骨头回家，安检十分严格，那些骨头是无处藏的。

   

8、远离博物馆 游迪斯尼 吃巧克力

如果你的身边还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如果他/她对每天大人们津津有味的踏遍博物馆早已心生

倦意，那么，带孩子在迪斯尼公园的小世界里尽情的游玩一天。别担心孩子吃了法国的甜食会害

牙疼，如果让孩子错过了法国国宝级甜品的马卡龙，错过了世界闻名的优质巧克力，错过了香甜

的各式蛋糕，也许你也会遗憾吧？

   

9、血拼在巴黎 把欧元当做人民币

不管是老佛爷还是春天百货，是香街还是蒙田大道，昔日皇室贵胄出没的地方现在挤满黑头发黄

面孔。耳边听到的都是母语，有的来自顾客，有的来自商场的中文广播。摊位与摊位之间排列紧

张，一线名牌或还有独立的容身处，Chloe、Marc Jacobs之类副牌的摆放就同地摊没什么区别了。

Longchamps、LV外大排长龙，Chanel就跟刚遭抢了似的，货架货柜空空如也。没有细致的服务，

所有营业员都扯着喉咙、疲于应对——买名牌如买白菜是对此处最好的形容。很少有人能在巴黎

控制住购物欲的，欲望大小的区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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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进“宫” 聊聊皇室那些事儿

此时宫廷正当红。我们有《宫锁心玉》、《宫锁珠帘》、《后宫》⋯⋯就连韩国那小小的景福宫

也能让女主角臆想出几十集像模像样的《宫》，说到法兰西，其实更不缺宫廷故事。谁不曾在从

小到大的书本上记住几个法国皇帝的名字，不是路易十几就是拿破仑几世，朝代更迭，不是落荒

而逃就是被绑上断头台人头落地；皇室的爱情也是诡谲莫辨，约瑟芬的起起落落，玛丽皇后从嚣

张跋扈挥霍无度到被推翻下台香消玉殒，每一个元素都充满了皇室的神秘。今天我们想当一天皇

帝过过瘾是没可能了，但走进皇帝住过的宫殿，看看皇后睡过的软床却很容易了，大宫小宫、凡

尔赛、枫丹白露，它们都可将曾经的奢华富丽一一尽现。

   

11、登高 找最好的角度俯瞰全城

无论是精美的图库还是壁纸大全，巴黎的全景图总是最吸引人眼球，那在经络般的街道之间点亮

的街灯似乎永不熄灭，就像那城市中最瞩目的埃菲尔铁塔，一直耀眼华丽。其实，只要你有心，

你也可以拍出很美的巴黎全景，圣心堂前可以，凯旋门上可以，蒙帕纳斯大厦顶楼可以，爬到巴

黎圣母院的钟楼上，站在滴水兽身边也可以，你也能有属于自己的“卡西莫多的凝望”。至于照

得好不好，又有什么关系，眼睛才是最好的记录仪。

   

12、到左岸 熏陶一下艺术的味道

喜欢喝咖啡的人一定知道左岸，它是法国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情结、一种感觉、一种诉说不尽的

风情，是艺术的、浪漫的、文化的、不羁的。雨果、萨特、雪莱、海明威、伏尔泰⋯⋯众多的文

人、哲人和艺术家在咖啡屋的流连辗转中成就了他们的不朽名作。如果你不愿意流连人群熙攘的

小丘广场，只愿在这种有内心情结的地方体会在异乡的冥想与陶醉，这里也许是你短暂的心灵归

宿，浓郁的咖啡香气中，也许你能找到你灵魂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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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黎主要景点

初次到巴黎，你一定会被巴黎的气势所震撼。卢浮宫、凡尔赛宫、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巴黎圣

母院、蓬皮杜艺术中心、香榭丽舍大街⋯⋯让人眼花缭乱、欣喜若狂。巴黎带你走进了古老的历

史，走进了灿烂的文化，走进了顶级的时尚。你不得不为巴黎的历史沉思，不得不让巴黎的艺术

淹没，不得不对巴黎的时尚注目，不得不被巴黎的气势震撼⋯⋯

启程之前先到巴黎博物馆通篇网站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通票，优惠不少呢。

官方链接：http://www.parismuseumpass.com/fr/home.php

购买地点：1.Paris Tourist Office（25 Rue des Pyramides）和分支office

   

1、埃菲尔铁塔 La Tour Eiffel

为1889年万国博览会而建的铁塔，总高324米，是巴黎最高建筑物，同时也是巴黎无可争议的象征

。得名于设计它的桥梁工程师居斯塔夫�埃菲尔，铁塔设计新颖独特，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技术杰

作。从夜幕降临到凌晨（夏季2：00，冬季1：00）这段时间，铁塔会在每个小时的前10分钟闪烁

。碰到特殊节日活动，还会有特别的颜色，比如中国年的时候闪红色，08年法国当值欧盟主席国

闪蓝色。

铁塔是适合远观的。距离消减了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忘记它重达9000吨的体重。优美修长的弧

形线条，使它变得苗条，甚至有几分迷人的风韵。记住这个名字：Place de Varsovie

这个是拍铁塔的好地方。后来仔细辨认了下，好多拍铁塔的明信片都是这里拍的。

门票：14欧元

电梯门票（至二楼）成人8.5欧元，青少年12-24岁7欧元，优价门票：儿童4-11岁，残障人士4欧元

；

电梯门票（至顶楼）成人14欧元，青少年12-24岁12.5欧元，优价门票：儿童4-11岁，残障人士9.5

欧元；

楼梯门票（至二楼）成人5欧元，青少年12-24岁3.5欧元，优价门票：儿童4-11岁，残障人士3欧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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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埃菲尔铁塔。

开放时间：

12月31日-次年6月14日电梯09:30-23:45

楼梯09:30-18:30

6月15日-9月1日电梯09:00-24:45

楼梯09:00-24:45

地址：Champ de Mars, 5 Avenue Anatole France, 75007 Paris

电话：0033892701239 �

官方网站：www.tour-eiffel.fr

交通：地铁M6线在Bir-Hakeim站下，或M6，9线在Trocadéro站下；RER的C线，在Champ de

Mars-Tour Eiffel站下；公交42、69、82、87在Tour Eiffel , Champs de Mars站下

   

2、巴黎圣母院 Cathédrale Notre Dame de Paris

看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吗？还记得美丽的艾丝美拉达和丑陋的卡西莫多吗？那一切的故事，

都围绕着巴黎圣母院里展开。它是古老巴黎的象征——巴黎圣母院。它不仅因雨果的同名小说而

出名，更因为它是巴黎最古老、最宏伟的天主教堂。因圣母院位于市中心的西堤岛上，塔楼是环

顾巴黎的最佳地点，可眺望塞纳河上的风光及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记得上去以后看重达13

吨的钟，需要16个人协作才能敲响。 从卢浮宫可以沿塞纳河步行到巴黎圣母院，景色浪漫迷人

。巴黎圣母院比想象中要宏伟，从每个角度看都完全不同。

门票：教堂免费；塔楼8.5欧元；11月1日至3月31日之间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免费

开放时间：

教堂周一至周五08:00-18:45

周六-周日08:00-19:45

塔楼10月3月10:00-17:30

4月-9月09:30-18:30

4-9月的周五、周六及7、8月延长开放到23:00

提前45分钟停止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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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lace du parvis notre dame ,4e

电话：0033142345610

官方网站：www.cathedraledeparis.com

交通：地铁4线在Cite站下，RER

B/C线在Saint-Michel-Notre-Dame站下；公交21，24，38，47，85，96及Bala BUS可达

旅人提示：巴黎圣母院广场上有法国公路网 “零起点 Point zero” 标志，从巴黎到什么地方有多

少公里，是从这个“原始点”开始测量的；从什么地方到巴黎有多少公里，也是指的到达这个“

圆点”的距离。坊间传闻，踩踩这个就表示你能够重回巴黎哦。

   

3、凯旋门 Arc de Triomphe

巴黎凯旋门，即雄狮凯旋门。1805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击败了俄奥联

军，法国的国威达到史无前例的顶峰。为了炫耀国力，并庆祝战争的胜利，凯旋门开始破土动工

。但后来拿破仑被推翻后，凯旋门工程中途辍止。

巴黎12条大街都以凯旋门为中心，向四周放射，气势磅礴，为欧洲大城市的设计典范。法国举国

欢庆国庆节时，法国总统都要从凯旋门下通过；而每当法国总统卸职的最后一天也要来此，向无

名烈士墓献上一束鲜花。

门票：9.5欧元；18-25岁6.50欧元；18岁以下免费；11月-3月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

开放时间：

4-9月10:00-23:00

10-3月10:00-22:30

关门前45分钟停止售票

地址：Place Charles de Gaulle, 75008 Paris

电话：0033155377377

官方网站：www.monuments-nationaux.fr

交通：乘地铁1线、2线、6线及乘RER A线在Charles de

Gaulle—Etoile站下；公交22、30、31、52、73、92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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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浮宫 Musée du Louvre

卢浮宫作为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边，原是法国的王宫，现在是卢

浮宫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其艺术藏品种类之丰富、艺术价值之高令人

难以想象。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已达40万件，其中包括雕塑、绘画、美术工艺及古代东方、古代

埃及和古希腊罗马等7个门类。卢浮宫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王宫，曾经居住过50位国王和王后。近

千年的辉煌时光，铸就了它的华美壮观。不仅展示珍品的198个大厅富丽堂皇，大厅四壁及顶部也

都有精美的壁画及浮雕。

门票：11欧元；拿破仑展12欧元；联票15欧元；18岁以下免费（不含拿破仑展）；26岁以下持有

欧盟学生证的学生免费；此外，每月的第一个周日免票（不含拿破仑展）

开放时间：

09:00-18:00；周三和周五延长至21:45

金字塔和画廊木马09:00-22:00

Passage Richelieu09:00-17:30；周三和周五延长至18:30

地址：place du Louvre 1er

电话：0033140205050

官方网站：www.louvre.fr

交通：乘地铁1线、7线至Palais Royal—Musée du

Louvre站下，巴士21，24，27，39，48，68，69，72，81，95路巴士可达

旅人提示：

如果想提高参观效率，可以提前去买地图以及画册，然后制定参观路线。卢浮宫9点开门，人很少

，自动售票机购票很方便。有包和衣服免费寄存处，尽量穿轻便、舒服的衣服，一天下来很需要

体力的，可以带水、相机、书籍以及贵重物品。记得在入口拿平面图，有中文版的。

如果只看三宝（蒙娜丽莎，胜利女神，维纳斯）的话跟着沿途标记走就OK。天色渐黑，华灯初上

时，坐落于广场中心的玻璃金字塔就开始闪闪发光，这是贝聿铭为博物馆设计的入口处。观众可

从这里直接去自己喜欢的展厅，不必再穿过其它展厅绕行。它也扩展了博物馆的服务空间，包括

接待大厅、办公室、贮藏室以及售票处、小卖部、更衣室、休息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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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香榭丽舍大街 Avenue des Champs-Elysees

香榭丽舍确切的意思是“极乐田园大街”，在市区版图的西北部，它是一条双向八车道的大街，

东端起始于竖立着卢克索方尖碑的协和广场，然后向西一路笔直地延伸约两千米，最后截止于戴

高乐星形广场(Place des Etoile)。众所周知，就是在戴高乐星形广场的中心位置，屹立着大家经常

能在图片中见到的著名建筑、巴黎市的标志之一——巍峨雄伟的凯旋门。

从功能和环境结构上，可以说香榭丽舍大街是以它偏近东端一些的圆形小广场（Rond Point Des C

hamps-Elysees）为界，分成了风格迥异的东、西两段。东段是平坦而幽静的林荫大道，两旁是一

排排高大、整齐的梧桐。而西段则是长约1100米、坡度缓缓上升的商业街，众多世界顶级品牌的

服装服饰店、礼品店和奢侈品商店都在这里。

地址：Av Des Champs-élysées 8e

交通：乘地铁1、2、6线或RER A线在至charles de gaulle-etoile站下

   

6、协和广场 Place de la Concorde

法国巴黎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面积约8.4万平方米，位于香榭丽舍大道中段，协和广场东接杜勒

斯皇家花园，西连香榭丽舍大街的东端起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可以说是巴黎老城的中心。广

场始建于1757年，1763年命名为路易十五广场，法国大革命中改名革命广场（Place de la Révolutio

n），路易十六即在此被处决。1795年改为现名。广场中央是1831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赠送

予法国的拉美西斯二世方尖碑，高23米，有3400年历史。

地址：Place de la Concorde Paris

交通：乘地铁1线、8线、12线至Concorde站下 

   

7、左岸 Rivedro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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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一个最文艺、最小资的词。在中国的大城小镇里，它可能是指一间书店、一间画廊、一间

咖啡馆、一间时装店。左岸是一个再干脆不过的地理概念：塞纳河的南岸，狭义上指圣日耳曼大

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围合的区域。由于文化知识界聚集，各种书店、出版社、小剧

场、美术馆逐渐建立了起来，左岸最终成为文化圣地。在右岸的咖啡馆里，人们谈生意，在左岸

的咖啡馆里，人们谈哲学。

左岸曾是无数名流交流创作之地，去去伏尔泰，海明威等众多名流政客常去的咖啡馆——花神（

Cafe de Flore），双偶（Cafe deux Margots），立普（Brasserie Lipp）等。Le

Procope是巴黎第一家咖啡馆，伏尔泰常在此写作，年轻时的拿破仑也是这里的常客。Rue de

Dragon的30号曾是年轻时雨果租住的房子。

交通：乘地铁４号线在Saint-Germain-des-Prés站下

   

8、奥赛博物馆 Le Musée d’Orsay

对于印象派的fans，在巴黎博物馆的行程首推奥赛博物馆。奥赛博物馆又名奥塞美术馆，位于塞

纳河左岸，和卢浮宫斜对。原来是建于1900年的西南火车站，1986年改建成为博物馆，陈列从拿

破仑三世到立体主义兴起之初长达近半世纪的艺术作品。它是联结古代艺术殿堂卢浮宫和现代艺

术殿堂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的完美的中间过渡。

门票：9欧元；永久收藏品和其他展览9欧元；18-25岁非欧盟居民、每日16:30之后（周四18:00之后

）6.5欧元；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未满18岁、18-25欧洲联盟的国家的国民免费

中文解说器5欧元

开放时间：周二，周三，周五至周日09:30-18:00（17:00前最后入场）；周四09:30-21:45（21:00前最

后入场）

地址：62 rue de Lille 7e

电话：0033140494814

官方网站：www.musee-orsay.fr

交通：乘坐地铁RER C线在Musée d’Orsay or Solférino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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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印象派粉丝们看完1楼monet的展室后直奔5楼，保证能令你对印象派免疫，注意5楼有很多Degas的

雕塑作品，最多的是芭蕾人体形态，其他地方很少能见到。

   

9、蓬皮杜文化中心 Le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蓬皮杜文化中心是法国20世纪文化艺术的集中展示场所，与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共同穿起法国文

化发展史的清晰脉络。大厦本身就是一件属于20世纪的艺术杰作：由钢管和玻璃管构成的庞然大

物，外墙布满五颜六色的管线和钢铁桁架，使整个建筑物像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工地盘踞在巴黎典

雅秀美的古建筑群中，显得突兀而怪异。和艾菲尔铁塔、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一样，1969年蓬

皮杜文化中心建成后巴黎一片哗然，但巴黎人最后还是接受了它和它所代表的现代工业文化。

门票：成人13欧元，优惠10欧元，每月的第一个周日免费，周三6~21点也免费

开放时间：11:00-21:00

地址：19 Rue Beaubourg, 75004 Paris

电话：0033144784799

官方网站：www.centrepompidou.fr

交通：地铁M1、M4、M7、M11、M14线，在Chatelet站下；城铁RER A、B、D线，Chatelet-Les

Halles站下；公交21，29，38，47，58，69，70，72，74，75，76，81，85，96路可达

   

10、橘园美术馆 Musée de l’Orangerie

从协和广场走向绿草如茵的杜乐丽花园时，不要错过靠近塞纳河岸的橘园美术馆，这里展出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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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画《睡莲》，共八幅，两个展室。《睡莲》以微妙的光色之变著称于世，在自然光线下展现

其惊人的美丽。另外还有印象派末期到二次大战左右，如塞尚、雷诺瓦、毕卡索、马谛斯等人的

作品。

门票：7.5欧元；优惠票5欧元；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奥赛博物馆+橘园美术馆通票16欧元，4天

有效期

开放时间：09:00-18:00

地址：Jardin Tuileries, 75001 Paris

电话：0033144778007

官方网站：www.musee-orangerie.fr

   

11、孚日广场 Place des Vosges

巴黎是浪漫之都，这里曾经为路易十三而的婚礼举办过三天三夜的狂欢庆典。不过它最令人感叹

的，是四周的那围房子都如同中国南方的骑楼建筑一般，在底层掏出一条长长的皇冠形走廊，一

圈一圈的向前漾开。孚日广场是法国巴黎最古老的广场，36栋砖砌楼房及拱廊卷环绕出一座中心

花园，曾是众多文豪的居处。现在这里仍然是一个漫步、休息的惬意场所。广场的6号楼内有维克

多�雨果于1832－1848年间居住过的房间。

交通：乘地铁M1至Saint-paul或M1、M5、M8至Bastille可以到达

   

12、先贤祠 Panthéon

先贤祠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法国大革命之后用来安葬法国名人和伟人，因此被

称为先贤祠。教堂正面的设计来源于罗马的万神庙。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

、柏辽兹、大仲马、居里夫妇等为法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伟人。

门票：8欧，18岁以下的免费，10月到3月期间每月第一个星期天免费

开放时间：4月至9月10:00-18:30，10月至次年3月10:00-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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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10 号地铁Cardinal Lemoine站下或RER B Luxembourg

站，也可以从圣母院Notre-Dame出来过桥，到拉丁区，到 Rue Jacaues Luxembourg

上，Luxembourg王宫/公园就在先贤祠对面。

地址：Place du Panthéon, 75005 Paris

电话：0033144321800

网址：www.menuments-nationux.fr

   

13、圣心大教堂 Basilique du Sacré Coeur

圣心大教堂，巴黎最美最温情的教堂，如果你是《天使爱美丽》的粉丝，那你一定会来蒙马特区

一游，如果你来了蒙马特却不来看看圣心，那实在太遗憾了。圣心大教堂是蒙马特高地的象征。

它通体白色，清新可爱。无数人来此鸟瞰巴黎，听艺人演奏，享受蒙马特的艺术氛围。从这里可

以俯瞰蓬皮杜国家文化艺术中心、巴黎圣母院和荣军院等。

门票：教堂大殿免费，圆顶：6.5欧元

开放时间：教堂大殿06:00-23:00，圆顶09:00-18:00（22：15游客停止进入）

交通：地铁2线Anvers站，4线Chateau Rouge站，12线Abbesses站下

地址：35 Rue du Chevalier de La Barre, 75018 Paris

电话：0033153418900

网址：www.sacre-coeur-montmartre.com

旅人提示：

圣心大教堂因处于18区（18、19、20区为黑人与阿人的聚居地），素来治安混乱——每个驴友都

被告诫小心教堂门外的黑人，他们三五成群，拿着那种可以套在手腕上当装饰的编织绳，看见落

单或心神恍惚的游客就不由分说拴到对方手上，索价几十欧，不肯给钱的人，身边顿时围上6，7

个恶行恶状的黑人大汉，一定要警醒！

   

14、玛德莲大教堂 Eglise De La Madeleine

玛德莲教堂是巴黎最大的一座希腊神殿式大教堂，也是都会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坐落在巴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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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初体验
剧院附近的玛德莲广场上，是巴黎市中心8条主要大道交汇处。宽阔的台阶、高大的科林斯式柱廊

、山形屋顶令教堂外观如同希腊神殿般庄严宏伟，教堂内部的镀金装饰精致细腻，祭台后方的玛

德莲升天像在朦胧的光线中更显圣洁神秘。

从教堂朝向皇家路（Rue Royale）方向，协和广场、塞纳河及对岸的国会大厦一览无遗，是欣赏巴

黎街景设计的焦点之一。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平日07:00-19:00，周日07:00-13:30，15:30-19:00

交通：地铁8、12、14线Madeleine站

地址：Place de la Madeleine, 75008 Paris

电话：0033144516900

网址：www.eglise-lamadeleine.com

   

15、大皇宫博物馆 Grand Palais

大宫位于香榭丽舍大街的南侧，是为了迎接1900年巴黎的国际博览会而建的，东边是协和广场，

西边为凯旋门，南边则连接着塞纳河上最漂亮的亚历山大三世桥。宫内有不定期各种艺术展。

门票：成人11欧元（预定9.3欧元），学生10欧元，13岁以下免费

开放时间：周一、周四至周日10∶00-20∶00，周三10∶00-22∶00，周二，1月1日、5月1日、12月2

5日闭馆

交通：地铁1、13线Champs Elysées-Clémenceau站，RER C线Invalides站

地址：1 Avenue du Général Eisenhower 75008 Paris

电话：0033143597678 �

   

16、小皇宫博物馆 Petit palais

小宫与大宫毗邻，同样是为1900年博览会而建造。小宫的收藏分为三部分：左翼为古代希腊、罗

马、埃及的各种艺术品，右翼为18世纪的家具和装饰艺术品，中间部分则是19世纪下半叶的油画

，主要是印象派和独立派作品，还有一些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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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永久藏品免费开放，临时展览收费不同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8:00，周四临时展延长至20:00，周一、1月1日、5月1日闭馆

交通：乘坐地铁1、9、13号线在champs-elysees-clemenceau站下，或RER C线Invalides站

网址：www.petitpalais.paris.fr

地址：Avenue Winston Churchill, 75008 Paris

电话：0033153434000

   

17、拉雪兹神甫公墓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拉雪兹公墓是巴黎市内最大的墓地，巴尔扎克，肖邦，皮亚夫（Piaf）等众多名人都休息于此。这

个埋葬了过去200年中为法国做出贡献的名人墓每年着吸引数十万来访者。它也是五场大战争的纪

念地。

漫步在这里，四处是带有精美纹饰的墓碑、雕像，名人墓都标注在地图上，一路按图索骥找过去

，有的就在大道旁，有的则隐藏在碑林深处，一番好找之下，得到一份惊喜，有点寻宝的意思。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08:00-18:00，周末09:00-18:00

交通：乘坐地铁2、3线在Père Lachaise站下，或2号线Philippe Auguste站下

网址：www.pere-lachaise.com

地址：16 Rue du Repos, 75020 Paris

电话：0033155258210

   

18、巴士底广场 Place de la Bastille

巴士底无疑是法国历史进程的见证。如今这个广场上矗立的小金人也无疑是历史的见证。法国启

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两次关押在这里。在《悲惨世界》《双城记》《九三年》等文学作品中，都

有对巴士底狱囚犯悲惨命运的描述。有趣的是，现在的巴黎人并不只在这里跳舞，巴士底广场也

是各种抗议、示威者最钟爱的集会场所。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攻克巴士底”至今仍然是

法国人心目中追求自由、民主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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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地铁1、5线及RER B线Bastille站下

   

19、毕加索美术馆 Musée Picasso

在这座17世纪的建筑里，参观者可欣赏到这位西班牙画家各个创作时期的作品此外还藏有毕加索

的亲笔原稿及其他的一些收藏。

门票：成人6.7欧元，18-25岁5.2欧元，18岁以下免费，每月的第1个周日免费

开放时间：4月至9月周三至周一09:30-18:00，10月至3月周三至周一09:30-17:30，周二、1月1日和12

月25日闭馆

交通：地铁1、11线Hotel de Ville站，或8号线在Saint-Sébastien - Froissart站下

地址：Chateau Grimaldi, Ch�teau Grimaldi, 06600 Antibes

电话：0033492905420

网址：www.musee-picasso.fr

   

20、荣军院 Les Invalides

荣军院位于法国巴黎第七区，是路易十四在1676年建成的，包括一座教堂和几个院子，用来安置

战争中伤残的军人，后来做过医院、收容所、修道院、军事学院。现在仍属于法国军方，其中一

部分成为法国军事博物馆，这是世界上展品最丰富的军事博物馆之一。另外还有收藏军事堡垒模

型的立体地图博物馆和献给二战军人的解放勋章博物馆。

拿破仑�波拿巴的陵墓1861年搬到荣军院教堂下，棺椁位于一楼中，游客自二楼环形走廊朝一楼

瞻仰。这里还有一些拿破仑的其他亲属和其他将军的陵墓。

门票：军事博物馆、荣军院和穹顶大教堂需购买联票，成人9.5欧元，18-25岁7.5欧元，18岁以下免

费

开放时间：4月至9月09:00-18:00，10月至3月10:00-17:00，每月第一个周一、1月1日、5月1日、11月

1日和12月25日闭馆

交通：8号地铁在�cole Militaire或La Tour-Maubourg或Invalides下，13号地铁在Varenne

或Invalides下，C 线在Invalides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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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invalides.org

地址：Place Vauban, 75007 Paris

电话：0033144423772

   

21、圣日耳曼教堂 Saint-Germain-l'Auxerrois

圣日耳曼教堂邻近塞纳河及卢浮宫，曾是法国国王的堂区，通常被视为是卢浮宫的教堂。它创建

于7世纪，数百年来重建许多次，混合了几种风格，罗曼式，哥特式，文艺复兴。最引人注目的外

观特点是门廊，由Jean Gaussel （1435年至1439年），玫瑰窗，和环绕整个教堂上方的栏杆。堂内

保存的珍宝有15世纪的木制的圣日耳曼雕像、同一时期雕刻的萨拉戈萨的味增爵石雕、弗兰德斯

祭台木雕、著名的重要人士的座位，1683年由弗朗索瓦乐�梅谢尔根据查尔斯�莱布兰的图纸制

作。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它的钟称为“玛丽”，在1572年8月23日晚上敲响，标志着圣巴托洛缪

大屠杀的开始，数千名来到巴黎参加皇家婚礼的雨格诺派教徒被暴民杀死。此外，圣日耳曼德佩

修道院是墨洛温王朝国王的安葬地，哲学家笛卡尔的墓地也在这里。

门票：免费

 地址：3 Place St Germain des Prés, 75006 Paris

开放时间：周一到周六09:00-19:00

周日09:00-20:00

电话：0033155428133

官方网站：www.saintgermainauxerrois.cef.fr

交通：乘坐地铁在Saint-Germain-des-Prés下

   

22、罗丹博物馆 Musée Rodin

在巴黎塞纳河南面，经过一排庄严的政府办公楼，便来到了幽静的梵伦纳小路(RUE DE VARENN

E)。这里没有皇家御道的飞扬跋扈，也没有喧闹的汽笛声。而这条小路的77号，便是闻名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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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博物馆。

博物馆收藏了20世纪的著名雕塑家弗朗索瓦-奥古斯特-雷诺�罗丹(FRANCOIS-AUGUSTE-RENE 

RODIN)的数千件雕塑作品，包括《思想者》、《吻》、《地狱之门》、《上帝之手》等。此外

，馆内还藏有罗丹的许多插图、铜版画、素描以及罗丹本人收藏的艺术品。

门票：成人6欧元，18~25岁4欧元

同时参观永久展览和临时展览外加花园门票成人9欧元，18~25岁7欧元

花园门票1欧元，18岁以下免费

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

 地址：79 Rue de Varenne, 75007 Paris

开放时间：周五、周六和周日13:00-18:00   5月1日休馆

 电话：0033144186110

官方网站：www.musee-rodin.fr

 交通：12号线在Mairie d’Issy站下；或R.E.R C线在Meudon Val Fleury站下

   

23、卢森堡公园 Jardin du Luxembourg

卢森堡公园是巴黎一座生机盎然、美丽如画的公园，有许多思想家、诗人题辞的半身塑像与纪念

碑。在高大的古树下放着绿色的铁椅；在这儿人们可以打牌，下棋或玩球，孩子们一边骑马，大

学生们可在美迪奇喷泉边谈情说爱。

门票：免费

地址：6e Arrondissement, 75006 Paris

开放时间：夏天07:30-21:30；冬天09:00-17:00

电话：0033140460888 �

交通：RER B线在Luxembourg站下

   

24、巴黎歌剧院 Opéra de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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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歌剧院是由查尔斯�加尼叶于1861年设计的，其建筑将古希腊罗马式柱廊、巴洛克等几种建

筑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规模宏大，精美细致，金碧辉煌，被誉为是一座绘画、大理石和金饰

交相辉映的剧院，给人以极大的享受。是拿破仑三世典型的建筑之一。巴黎歌剧院有着全世界最

大的舞台，演出大厅的悬挂式分枝吊灯重约八吨。其富丽堂皇的休息大厅堪与凡尔赛宫大镜廊相

媲美，里面装潢豪华，四壁和廊柱布满巴洛克式的雕塑、挂灯、绘画，有人说这儿豪华得像是一

个首饰盒，装满了金银珠宝。它艺术氛围十分浓郁，是观众休息、社交的理想场所。

门票：成人9欧元，学生或25岁以下人6欧元，10岁以下免费。

持有Paris

Viste巴黎观光票5欧元，另持有7日内奥赛博物馆用过的门票，可以以折扣价参观歌剧院。

话剧表演5-172欧元，芭蕾表演5-87欧元，音乐会5-49欧元

地址：8 Rue Scribe, 75009 Paris

开放时间：10:00-17:00，最后准入16:30

有演出的日子10:00-13:00

7月16日-9月5日10:00-18:00

休息日：1月1日，5月1日及一些特殊游行的日子关闭

 电话： 0033172293535

官方网站：www.operadeparis.fr

交通：地铁M3、M7、M8线，在Opera站下；城铁RER A线，在Auber站下

   

25、塞纳河 La Seine

塞纳河La Seine穿过巴黎市区，约20公里。河上大小近50座风格炯异的桥，使得游人们流连忘返。

沿岸可以看到诸多名胜，如卢浮宫，大王宫，小王宫，奥赛博物馆，巴黎圣母院，艾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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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夏约宫等等。著名的桥有亚历山大三世桥，新桥，米拉博桥。

接近它的最好方法是坐船夜游，看两岸建筑，经过一座座桥，赏心悦目。

 游船：11欧元

开放时间：全天

   

26、巴黎地下墓穴 Catacombes de Paris

巴黎地下墓穴是法国巴黎一处著名的藏骨堂，位于今天巴黎十四区的丹费尔-罗什洛广场，占地1.

1万平方米，原为地下石灰石采石场。1786年，巴黎爆发瘟疫，为了解决墓地不足和公众卫生危机

的问题，人们将埋在市区所有公墓中的尸骨转移至此，此后巴黎地下墓穴作为一个公墓一直使用

到1814年。目前，已开辟为博物馆，有一小部分墓穴供公众参观。

巴黎地下墓穴中的尸骨大约在600万到700万具之间，因为太多尸骨无法相配，只能将骨头根据类

别分类堆放，并标明死亡年份，因而形成了大腿骨被排列成了比较整齐的骨头墙，碎骨头则用来

填充，而头盖骨则在大腿骨组成的墙上镶了几道边，人的骨头可以这样不计尊严地堆放，却又被

堆放得如此有尊严。探索地下墓穴，从几百万人的遗骨排列成的小径中穿过，不仅需要勇气，还

需要一颗平静的心，墓穴里光线暗淡，看着700万人的尸体，不得不心惊肉跳。

门票：成人8欧元，14-26岁6欧元，60以上及13岁以下免费

地址：1 Avenue du Colonel Henri Rol-Tanguy, 75014 Paris

电话：0033143224763

开放时间：10:00-17:00

官网：www.musee-erotisme.com

交通：乘地铁6号线在Saint-Jacques下

   

27、夏悠宫 Palais de Chaillot

夏悠宫与埃菲尔铁塔建于同一年代，夏悠宫分为两大部分，东边是法国建筑艺术博物馆，歌剧院

；西边是民族博物馆，海洋博物馆（内有运拿破仑遗体船的模型）。德洛卡德洛广场面对夏悠宫

的正门，是一个半圆形的广场，广场上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英雄福熙的骑马雕像。福熙领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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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从泥泞的战壕里打败德军，但和谈的时候却没有他发言的地方。后来还不幸被他言中，德国又

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平台下方还有十几门水炮，喷水水的是蔚为壮观。此外，如果想欣赏埃

菲尔铁塔全景的话，这里到是非常好的地点，视野开阔，而其没有拦挡，绝对是观看铁塔的最佳

点！

门票：成人8欧元，26岁以下免费

开放时间：10:00-18:00

地址：1 Place du Trocadéro et du 11 Novembre, 75016 Paris

电话：0033153656969

交通：乘地铁6、9号线在Trocadéro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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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巴黎周边景点

   

1、枫丹白露宫 Ch�teau de Fontainebleau

位于巴黎东南偏南的枫丹白露，是法国最大的王宫之一，属于塞纳——马恩省，坐小火车去也需

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到达。从小巴黎东南的Gare de Lyon（里昂车站）坐上火车，一路晃过

一堆漂亮的农民房子，一条如缎带般柔软的马恩河，一片大大的森林（其实就是枫丹白露），即

可到达位于枫丹白露市中心的火车站——Fontainebleau Avon枫丹白露——雅芳站。

下了火车可乘坐公车到枫丹白露的旅游局，旅游局里你可以拿到免费的资料和地图，然后便可直

奔枫丹白露森林。去森林一定要穿过枫丹白露宫，枫丹白露宫虽然也是皇家宫殿，却没有像凡尔

赛宫那样宫闱深重，而是把大门建在了路边。

不过，如果你去的当天不幸赶上法国全国性的罢工，那么古堡一定是对外关闭的。但管理人员一

般来说为了补偿给游客们造成的损失，会免费开放这里的拿破仑博物馆，这一部分平时不对外开

放，必须是旅游团预约才行。

 枫丹白露宫的花园

参观这个花园是免费的。花园里的游人非常少。爱静的你，可以选择来此一游。

另外，很多人都知道枫丹白露宫里有个中国馆，主要是存放从圆明园抢来的中国艺术品，据说这

里存放着3万多件圆明园的各种珍宝。

门票：成人10欧元，18~25岁8欧元，18岁以下免费。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

 电话：0033160715070

开放时间：6月至9月周三至周一09:30-18:00

10月至5月周三至周一09:30-17:00

休息日：周二、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闭馆

官方网站：www.musee-chateau-fontainebleau.fr

交通：从巴黎里昂车站搭乘前往蒙特涅（Montereau）方向的火车，在枫丹白露站下车，车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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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分钟。再穿过地下道搭乘公共汽车，车程约15分钟。

   

2、凡尔赛宫 Chateau de Versailles

凡尔赛宫位于巴黎以西20公里，由路易十四建造，以其奢华富丽和充满想象力的建筑设计闻名于

世。建筑群总长580米，包括皇宫城堡、花园、特里亚农宫等。

凡尔赛宫宫殿为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外立面面为标准的古典主义三段式处理，即将立面划分为纵

、横三段，建筑左右对称，造型轮廓整齐、庄重雄伟，被称为是理性美的代表。其内部装潢则以

巴洛克风格为主，少数厅堂为洛可可风格。

如果凡尔赛宫的外观给人以宏伟壮观的感觉，那么它的内部陈设及装潢就更富于艺术魅力，室内

装饰极其豪华富丽是凡尔赛宫的一大特色。

 门票：凡尔赛宫门票15 欧元(不包含音乐花园与喷泉表演)

通票18欧元(包括城堡、花园不包含音乐花园与喷泉表演)

有音乐喷泉时为25欧元(包括城堡、花园、喷泉表演)

特里亚侬宫10欧元

电话：0033141741912

开放时间：

4月-10月：凡尔赛宫：09:00-18:30 最后入场时间18:00 停止售票时间17:50

特里亚侬宫与玛丽安托瓦内特宫苑：12:00-18:30 最后入场时间18:00 停止售票时间17:50

花园：08:00-20:30

11月-3月：凡尔赛宫：周二至周日开放 09:00-17:30 最后入场时间17:00 停止售票时间16:50

特里亚侬宫与玛丽安托瓦内特宫苑：12:00–17:30 最后入场时间17:00

官方网站：www.chateau-vincennes.fr

交通：RER C线在Versailles-Rive-Gauche-chateau站下

   

3、阿斯特克主题公园 Parc Astérix

阿斯特克主题公园，是欧洲五大游乐场之一，于1989年4月30日开业，这个以卡通人物和希腊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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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冒险刺激乐园营造出幽灵火车、恐怖游戏、诡异的巫术、惊心的叫喊、加速度和突如其

来的刹车等。园内分为5大主要景区：古希腊村、罗马帝国、中世纪村、17世纪建筑区和摩登时代

。

门票：成人40欧元 ；儿童（3-11岁）30欧元

电话：0033344623131

开放时间：3月30日至11月11日开放 10:10-18:00

 官方网站：www.parcasterix.fr

 交通：专线BUS：卢浮宫出发（商场那一层Hall Charles V

），每日早上8：45发车，18：30返回，20欧往返

轻轨：乘坐RER B3线到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Terminal,Terminal 3，前往BUS车站换乘B3专线。去

程9：00--19：00，每半个小时一班，成人往返6.90欧，儿童（3-11岁）5.20欧

自驾：主题公园在巴黎北部大约30公里。巴黎出发，走里尔Lille方向的高速公路A1，在7号和8号

出口之间有Parc Asterix出口，停车8欧一天

   

4、巴黎迪斯尼乐园 Disneyland Resort Paris

巴黎迪士尼乐园位于法国巴黎以东32公里，面积达5000英亩，已于1992年4月12日正式启用。迪士

尼乐园以五大部分组成，正门的Main Street USA满是旧日美国牛仔时代的小镇风光，令人有进入

时光隧道之感；而日本东京迪士尼相对之下有东施效颦感觉。Adventureland风靡世界的大轮船，

以及大峡谷的峻峭山势，更添美国风情。乐园内的加勒比海海盗屋、炮火连天的场争场面、海盗

的豪夺强抢，造型栩栩如生，令人赞叹；在迪士尼卡通天地的小小世界乐园，一首首悦耳歌曲，

穿上各国民族服饰之小木偶载歌载舞，令每个人都不约而同流露出欢乐。太空过山车、潜水艇，

都是新颖有趣的玩意，令人乐而忘返。

门票：1日票（1公园）62欧元，3-11岁56欧元

1日票（2公园）74欧元，3-11岁68欧元

2日票（2公园）139欧元，3-11岁126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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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票（2公园）169欧元，3-11岁156欧元

4日票（2公园）199欧元，3-11岁181欧元

5日票（2公园）229欧元，3-11岁211欧元

公园班车票89欧元，3-11岁69欧元

门票售出后1年内有效，多日票可不连续。

 电话：0033160306053

 开放时间：09:00-23:00

交通：乘坐RER A线Marne-la-Vallee站下

   

5、吉维尼小镇 Giverny

吉维尼小镇坐落于上诺曼底大区的厄尔省，因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的花园而知名，是法国

最受喜爱的小镇之一。这个多姿多彩的小镇像是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静静的诉说着小镇的悠久

历史和感人故事。

吉维尼小镇是一个给人创作灵感的小镇，因为这里的美丽风光可以开始人的创作之旅。小镇有层

层起伏的山地、白墙红顶的农舍、葱郁的树林、怒放的花儿、精巧秀气的小木桥和雾蔼蔼的花池

，俨然人间的花园和天堂，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小镇的每一处都宛如一幅印象派风景画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诗意，每一个地方都拥有美丽的感人故事。据说当年莫奈乘火车经过吉维尼

小镇的时候，被这个宁静的地方所吸引，43岁时在吉维尼小镇租了一座房子并定居下来，他那庞

大的家族也在此生根。

小镇上家家户户房屋漆上粉彩色调，远望像超大调色盘，效仿钟情梦幻色彩的莫奈风格。耀眼光

线在向日葵、铃兰、康乃馨、蔷薇和百种叫不出名字的珍稀花卉间颤动。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官方网站：www.givern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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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食在巴黎

巴黎的美食，可以用“不胜枚举”来形容。除本土的以外，世界其他地方的美味佳肴也都可以尝

到。但最受当地人推崇的还是一些传统的法国菜，比如名扬四海的法国蜗牛、巴黎人爱吃的鹅肝

、品种繁多的奶酪等。

   

1、法餐基本常识

菜单价格：

法国的所有菜单价格是含了消费税（TVA）和10-15%的服务费（Service），所以账单就是菜单上

的价格，不应该有任何附加价格。

信用卡消费：

只有银联标志的信用卡在一些小餐馆很可能不被接受，Visa和Master Card卡在门口贴有CB标志的

餐馆大都能接受，其他银行卡最好事先咨询好是否能刷卡消费，特别是American

Express、Diner等需要提前确认好。

菜单：

正式的经典法餐，高档餐厅的法餐可能会详细分到11道以上，而且还会每一道配上不同的酒，这

无疑是最斟酌的一道美食盛宴，如果有条件，选择一家米其林三星去体味下法餐的精华吧。一般

高档餐厅价位是200欧左右一个套餐。当然，这里还是主要介绍大众法餐，一般一个普通的套餐M

enu/Formule的划分是分成三道：头道/前菜+主菜+甜点。

有些餐厅还有不少简易套餐，就是头道/前菜+主菜或主菜+甜点，不少餐厅的门口或菜单上会手

写或者贴出Specialites du jour今日特色/Menu du Jour今日套餐，或者Nos Classique、Nos Specialites（

经典菜肴，特色）、Propose/Conseil推荐菜。普遍情况下饮料一律外点，比如说餐前酒、消化酒、

葡萄酒等，少数餐馆的套餐配酒水。一般来说，大众餐厅套餐的价格是20-30欧左右，低档餐厅是

10-20欧，30欧-60欧一般是中高档餐厅。当然午餐一般都有特价，中午的套餐往往便宜于晚餐。

酒水：

法国人餐前喝开胃酒Apertif用来刺激食欲。一般分为低度酒（16%以下）、中度酒（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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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酒（40%以上）。下面主要介绍几张常见的法式餐前酒，当然法餐里意大利餐前酒也很常见

，比如马天尼Martini，Campari，Americano等等；不少英式调酒也较常见，威士忌wisky，杜松子

酒gin等等。当然也有人把苹果酒，梨酒，啤酒当开胃酒的。

既然有餐前酒，那么就有餐后酒，法国人也常喝餐后酒促进消化。最经典的法国餐后酒莫过于白

兰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干邑(Cognac)，当然蒸馏果酒里的Calvados也值得尝试（蒸馏梨酒或苹果

酒），朗姆，龙舌兰等餐后酒在法餐厅也是很常见。

水 Eau：

餐馆饮水可能是法餐里跟中餐差别最大的地方之一。饮水最常见的是罐装或瓶装自来水（Carafe

de L'Eau），这个是免费的，而且法律规定餐馆必须提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法国的自来水除了

标明不能饮用外（厕所常见），其他都是可以饮用的。

软饮 Boisson gazeuse：

Orangina橙皮水，主要成分不是从橙肉里榨出来的，而是从橙子皮里榨出来的。Perrier巴黎水（皮

埃尔纯净水）其实也是一种带气的纯净水，是全球销量最大的带气饮用水，常用饮法是配上柠檬

片。

果汁 Jus：

法国餐馆的果汁很少有鲜榨的，一般都是瓶装的果汁或者压缩果汁。常见的橙汁有Jus

d'Orange、杏汁Jus d'Abricot、苹果汁Jus de Pomme、番茄汁Jus de Tomate、红糖水/石榴汁Sirop de

Grenadine、薄荷水Sirop de Menthe

啤酒 Biere：

一般也就阿尔萨斯地区喝啤酒较多，不少年轻人也开始喝啤酒。法国除了阿尔萨斯地区外，基本

上不产啤酒。所以法国人很少喝啤酒，也没什么有名的啤酒。一般餐厅消费比较大的啤酒都是其

他欧洲国家啤酒：Heineken（荷兰）、Casberg（丹麦）、Pils（捷克）

葡萄酒：

传统法餐离不开葡萄酒，一般来说肉类配红葡萄酒（Rouge），鱼类配白葡萄酒（Blanc），不过

粉葡萄酒（Rose）也很流行，不少年轻人比较偏向Rose。餐馆里的白葡萄酒和粉葡萄酒一定是冰

的，红葡萄酒也有不少是冰的，如果不习惯冰的，可以先咨询好，或者点明不需要冰的。

   

2、餐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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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餐厅菜式精致，价格昂贵，环境奢华。最富盛名的当属“米其林三星”，由顶尖美食家选

出的顶尖餐厅，吃一顿饭平均每人150欧元。正式餐厅原则上要求客人着正装，但也不必过于隆重

。男士穿西装、打领带就可以，女士的要求更为宽松。高级餐厅的菜单往往非常简单，每一道菜

有3-5种选择就算很多了。菜单上的价格（menu price）“**欧元/人”只包括五道菜，其他单品都

是要另外付费的。如果拿不准主意，不妨向点餐员请教，一定能得到非常专业而周到的帮助。如

果客人为一男一女，很可能递给女士的菜单上是没有标价的——不必诧异，入乡随俗吧。

家常菜小馆提供传统的家常菜，价格比较便宜，气氛也较为轻松舒适。在以上两类餐厅进餐，即

使明知没有多少顾客也最好提前预订。这既是对厨师的礼貌，也能享受到更周到的服务。特别是

想点这家店的名菜或制作费时的菜，提前打个招呼让厨师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总是没错的。

餐厅推荐：

La Tour d'Argent 别名：巴黎银塔

吃过了北京烤鸭，南京板鸭，杭州香酥鸭，那么来巴黎，当然要试试看在巴黎的做鸭料理方面有

一哥地位的——银塔血鸭，不但菜品有口碑，位置也极佳，边吃边看铁塔的迷离变幻，这感觉绝

对是不一样的。

地址：15-17 quai de la Tournelle, Paris 75005 France

电话：0033143542331 

Alain Ducasse

米其林三星餐厅，位于Hotel Plaza Athenee里面。Hotel Plaza Athenee 就是《sexy and city

》里面Carrie下榻巴黎的酒店，为巴黎最难订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古板的Alain Ducasse

至今仍坚持着法文餐单。Alain Ducasse的餐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细节，就是屋顶的一万支水晶灯，

抬头看去，美轮美奂，华丽但是不落俗套，犹似满天星晨，慑人心扉。餐厅的椅子设计独特，舒

服之余还有贴心设计，一旁可拉出小平板，供宾客放置物品，对于女士来说，实在是很方便，当

然欧洲大部分的高档餐厅都有此服务，只是这样设计应属少见。

地址：H�tel Plaza Athénée Paris 25 avenue Montaigne, 75008 Paris, France

电话：0033115367665 

Flunch 别名：法国独立快餐

学生证可以打折。质量不错，不只中国人多，老外穷的也不少啊，有老外把配菜堆得象小山一样

高！主菜：鸡排、羊排（煽味很大，慎选！），鱼排；配菜：薯条、意大利面、蔬菜、土豆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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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皮杜店离地铁很近，人均消费在10欧以下，有吃有喝有冷有热，还不用给小费。堪称法国最便

宜连锁餐厅，真的实惠，比较适合穷游的人。

地址：42 Rue Ste Croix de la Bretonniere（近11号地铁站Rambuteau）

Chartier 别名：能人居

非常非常地道的法国餐馆，服务员感觉就从法国动画片里面走下来的一样，顶着一个将军肚，手

里能同时端很多的盘子，在餐馆里面辗转腾挪动作迅速。来这里的人超多，好的情况是可以拼桌

，没有桌子可以拼的话就肯定要在门口等了。这是家巴黎最老的餐馆了，价格非常平民化，菜的

味道绝对不会让人失望，强烈推荐此店。

地址：7 rue du Faubourg Montmartre 9E PARIS 

电话：0033147708629 

Le Cinq

这家餐厅位于巴黎新近最热门的豪华酒店四季酒店里面，在06年得到了米其林3星，之后都是两星

。不过据群众反映，味道环境服务三星当之无愧，而且这里也是美女出没最多的米其林三星餐厅

。环境很好，头上是水晶灯，脚下是不出声的羊毛地毯，墙上是缤纷的油画，四周都是镜子，真

的很浪漫，食物像艺术品一样。

地址：31 Av.George V（四季酒店内）

电话：0033149527154

   

3、甜品王国

对于巴黎人来说，甜品是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因此，甜品店在巴黎街头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

的存在。大街小巷林立的甜品店，无论是百年经典老店还是占据一寸方圆的小摊，全都供应着如

天堂般美味的甜点。不管是歌剧院蛋糕还是马卡龙，还是闪电泡芙⋯⋯所有你能叫得出名字或根

本不认识的极致甜品都在挑战你的视觉与味觉极限。

Pierre Hermé Paris

这里是甜品界的爱马仕，不夸张的说，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马卡龙了。外形、色泽、口感，会

让你感觉到这不是甜品，而是艺术品。另外，除了马卡龙，Croissant也具有浓郁的法国味，和其

他地方卖的千篇一律的羊角简直是两种档次的食品，同样吐血推荐。

                                             65 / 123



�������

巴黎：初体验
地址：72,rue Bonaparte 75006 Paris

电话：003314354477

Fauchon

1886年，创始人Mr.Auguste Fauchon在负于盛名的巴黎玛德莲广场创办了第一家馥颂品牌店，馥颂

的美名开始在法国流传。目前在40多个国家拥有450余家店，长条奶油泡芙与玛德莲蛋糕是Faucho

n的代表作，结合了传统与当代精神，不过价格也够吓人的。

地址：24-26 place de Madeleine 75008 Paris

电话：0033170393800

Laduree

开始于1862年的Laduree从店内装潢到员工服饰，陈列的甜点，全部是法国传统风格，想体验传统

法式甜点Laduree应该是第一选择。代表作Mille Feuille au Rhum可以说是打遍巴黎无敌手。

地址：75, avenue des Champs Elysées, 75008 Paris

Sadaharu AOKI

在巴黎甜点界唯一能与PIERRE HERME平分秋色的，就是这家日本甜点店了。

地址：35, rue de Vaugirard 75006

Le notre

Le Notre不但是法国糕饼新派始祖，也是糕饼界的人才培训机构，Furet Tanrade、Christian

Constant⋯的老板们都曾经在Le Notrer任职，足见其地位之重要性。Le Notre自1975年开始拓展海

外市场，至今在日本，韩国，香港及1999年9月1日成立拉斯维加斯分店，共有36家加盟店。

地址：48,av.Victor-Hugo 75016

Jean-Paul Hevin

Jean-Paul Hevin是新派法国巧克力的佼佼者，对于创新始终有着极炽热的野心且充满想象力；完全

致力于多种形式的巧克力制作，他在1998年甚至大胆推出了cheese口味的巧克力，结果毁誉参半。

不过他的知名作品姜糖口味以及结合了蜂蜜、肉桂和茶香的mendiant还是继续得到巧克力迷们的

广泛认同。目前，Jean-Paul Hevin的产品不仅在法国销售，更出口到日本。

地址：16, avenue de la Motte-Picquet 75007 Paris

La Maison du Chocolate

巴黎巧克力名店La Maison du Chocolate由当代最具盛名的巧克力调制师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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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xe创立，在纽约、东京都有分店。

地址：8, boulevard de la Madeleine, 75009

电话：0033147428652

   

4、咖啡情结

说巴黎人的血液里浸透着咖啡一点也不为过，巴黎人对咖啡的依赖可能甚于一日三餐。无论是街

边简单的两三张小桌还是拥有柔软的沙发和音乐的雅致咖啡厅，巴黎人随时随地享用着香浓的咖

啡，也享受着抛开一切琐事、放任思绪驰骋的美好时光。在这种天性下，巴黎街头尤其是左岸大

大小小的咖啡馆从早到晚都生意兴隆，到处有天马行空的高谈阔论，俨然成了这座城市最重要的

社交场所。而在这些看似不经的高谈阔论中，偶然撞击出的火花没准就点燃了席卷世界的烈焰。

咖啡常见的种类

普通咖啡 Cafe/Expresso

咖啡里加几滴牛奶 Noissette

牛奶咖啡  Creme/ Cafe au lait

浓咖啡   Cafe serre/Cafe court

淡咖啡   Cafe Alonge/Cafe long

双份咖啡  Double Cafe

推荐咖啡馆 

丁香咖啡馆 Closerie des Lilas

海明威就是在这里构思了《太阳照样升起》。至今这里还保存着一张“海明威之椅”，保留着一

道名为“海明威胡椒牛排”的招牌菜。这里的常客还包括左拉、塞尚，他们喜欢的位置桌上都镶

嵌了铜质铭牌。

地址：171 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

花神咖啡馆 Cafe de Flore

曾经年纪轻轻、默默无闻的艺术家们在这里聚会交流，其中包括夏加尔、亨利�米勒、乔伊斯、

斯特拉文斯基、海明威、毕加索、波兰斯基⋯⋯萨特在这里消磨了无数时光。即使在1964年他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他仍然坐在他惯常坐的那张椅子上，喝他习惯的那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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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72 boulevard Saint Germain

圆顶咖啡馆 Cafe de Coupole

萨特和波伏娃经常光顾这里，西尔薇亚�毕奇在这里认识了乔伊斯。就是因为毕奇的竭力推荐，

《尤利西斯》才得以出版。圆顶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咖啡馆，墙壁和立柱上挂着著名画家的油画。

地址：102 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

双叟咖啡馆 Les Deux Magots

双叟咖啡馆，又译“双偶咖啡馆”，是法国巴黎的一个著名咖啡馆，位于左岸的圣日耳曼德佩区

。它曾经拥有巴黎文学和知识精英聚集地的声誉。这声誉来自于来此光顾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西蒙�波娃和萨特等知识分子，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等年轻作家。加缪和毕加索也是这里的常客

。双叟咖啡馆出现在1973年电影《母亲和妓女》以及1959年电影《狮子星座》中。自1933年以来

，每年会向法国小说颁发双偶文学奖。咖啡厅的名字来自于柱子上的两个中国买办的木制雕像。

地址：6 Place Saint-Germain des Prés, 75006 Paris

和平咖啡馆 Café de la Paix

和平咖啡馆是巴黎第九区的一个著名咖啡馆，由巴黎歌剧院的建筑师查尔斯�加尼叶设计。传说

，如果一个人坐在咖啡厅，必然遇到朋友或熟人，可见此处是非常出名和热门。和平咖啡馆于186

2年6月30日开业，服务于同一名称的酒店，不过后者后来更名为大酒店。它招待了1867年世界博

览会的游客。由于靠近巴黎歌剧院，它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客人，其中包括儒勒�马斯内、埃米尔

�左拉和居伊�德�莫泊桑。咖啡馆内后来设有一个电台演播室，对美国播出“这是巴黎”节目

。1975年8月22日，和平咖啡馆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

地址：12 Boulevard des Capucines, 75009 Paris

   

5、旅人提示

1、巴黎吃饭的价钱根据不同档次的餐馆而相对固定，价钱都不会差太多，最多10%-20%的差异吧

，所以逛到哪里就吃哪里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2、小费看着给，没有强制要求，小费只能用现金支付；

3、米其林餐厅指南是世界各地馋猫的红宝书；

4、高档餐馆最好提前预约，一般都可以电话预约，有些还可以网上预约。进入餐厅不要着急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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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示意领座招待用餐人数，请他安排座位。非常高档的餐厅有必要正装出席，鸡尾酒会需要

穿轻礼服。当然如果餐厅没有特殊要求，在着装方面尽可随意；

5、在较正式的法国餐馆吃饭，餐具、酒具的配备使用都是一丝不苟的。吃什么样的菜用什么样的

刀叉，是很有讲究的，所以每人面前都摆了两三套，酒杯也是一样；

6、吃食与饮品搭配是一门艺术，餐前要喝开胃酒，用餐过程中，吃肉要配干红葡萄酒，吃鱼虾类

的海味要喝干白葡萄酒，每种酒所用的酒杯都不同；

7、进餐中尽量不要让餐具碰撞发出刺耳声音，需要招呼侍者点餐或结账时也不需要大喊，只要伸

手示意或者招呼Monsieur（男性）或Madame（女性）就可以；选择小餐馆的话就无需正襟危坐，

但也不要大声喧哗；

8、法国餐馆的营业时间一般是在正午12点到下午2点30分，而晚上则由7点至11点左右，其它时间

想吃东西可以到Cafe或Brasserie等咖啡茶座，也可到Creperie薄饼店；

9、大部分餐馆都在门口张贴了当日的菜单及价钱，午饭时大多有Plat de jour（今日推荐菜单），

价钱较为便宜。菜单一般是按正式的大餐上菜顺序写的：Entree正餐前的头道菜通常有汤或沙拉

等、Poissons鱼类、Viandes肉类、Legumes蔬菜类、Dessert甜品，可以根据情况灵活掌握，不必每

道都点。面包是免费提供的，不够可以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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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住在巴黎

巴黎是一个梦幻的所在，来到巴黎你能找到20欧元左右的青年公寓床位，还能住到几百欧元甚至

更贵的星级酒店奢华套间。从隐匿于市井的家庭旅馆到塞纳河右岸奢华的高级酒店再到价格公道

的中端酒店，酒店种类众多，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此外，这里品牌星级酒店也很多，如Merc

ure、novotel、BIS等，价位上也不是很贵，可以提前在酒店自己的官网上查询预订，有时候会比

到了再订便宜不少。巴黎住宿的选择很多，游客也很多，在巴黎节日较多的时期或复活节期间，

建议提早预定酒店以便更好的享受这个城市的美妙。

就住宿地点而言，如果你是追逐时尚又喜爱购物的潮人，那么住在Opera歌剧院地区、香榭丽舍大

街周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里酒店集中，价位比其它地方略贵一些，不过多家对比的话还是能

找到性价比不错的酒店；如果你是文艺范儿，喜欢探寻巴黎的浪漫与小资那么住在巴黎左岸的拉

丁区和卢森堡地区非常不错；如果你追求经济，可以到近郊市区边缘地带、北站和东站等大型交

通枢纽周边或者治安较差的18、19、20区，价位比较便宜，但不建议单身女性前往入住。与此同

时，13区的意大利广场周围也集中着不少经济酒店，价格上比中心街上同等酒店便宜上许多。此

外，马莱地区、圣日耳曼地区、蒙马特区、帕西地区、巴士底区、蒙帕拿斯区等众多区域及埃菲

尔铁塔、荣军院、共和国广场等知名景点周边，也有不少酒店。旅客可根据需求，选择入住地点

。

   

1、推荐酒店

星级酒店：

布尔甘地酒店（Le Burgundy Paris，五星 ）

酒店是米其林星级饭店之一，同时也是一家高端酒店，价位上比较贵。不过好处在于，服务非常

棒，地理位置也好，去各主流景点非常便利；附近还有不少精品店，适合喜欢购物的旅客。

官网：leburgundy.fr

电话：0033142603412

地址：6 Rue Duphot, 75001 Paris

艾丽金赛文酒店（Seven Hotel Paris，四星）

它是一家主题酒店，坐落在文艺气息浓郁的拉丁区，步行10分钟便可抵达卢森堡公园。七个房间

七个不同主题，置身其中恍若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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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sevenhotelparis.com

电话：0033143314752

地址：20 Rue Berthollet, 75005 Paris

斯卡拉酒店（Hotel Le Squara，三星）

酒店坐落在一座位于Montmartre的19世纪建筑内，距离红磨坊和天使爱美丽的咖啡馆都很近，客

房装饰采用大胆的色彩，价位上在同等酒店里也比较便宜，性价比高。

官网：www.hotelsquaramontmartreparis.com

电话：0033142593449

地址：3 Rue Lepic, 75018 Paris

米奈芙酒店（Hotel Minerve，三星）

这家三星级酒店，到巴黎圣母院、巴黎大学、植物园都非常方便，可感受纯粹的巴黎小资生活。

官网：www.parishotelminerve.com

电话：0033143262604

地址：13 Rue des �coles, 75005 Paris

家庭旅馆：

巴黎预言家庭旅馆

比较有历史的家庭旅馆，拥有很多分店，它们大多都分布在巴黎zone1内，位置好，环境也不错，

房间多为短租公寓，住起来比较有家的氛围。建议提前与旅馆工作人员联系，以便更加顺利的入

住旅馆。

官网：www.parispredict.com

电话：0033670925407

地址：Chatelet les Halles,Paris

青年旅舍：

MIJE青年旅舍（Fauconnier店）

它是MIJE青年旅舍三家店面之一，另外两家分别在FOURCY、MAUBUISSON。地理位置优越，房

间装潢比较漂亮，适合年轻人和背包客入住，价位便宜，只是需要提前预定。另外，规定宵禁时

间，早餐是固定的，所有房间只有单人床。

官网：www.mij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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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33142742367

地址：11 Rue du Fauconnier, 75004 Paris

   

2、住宿服务

青年旅舍

入住青年旅舍不仅能结交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价位上也比一般旅馆或酒店要低上许多。如果你

选择入住青年旅舍的话，该旅舍又是国际青年旅社协会会员旅舍，建议在国内就提前办好青年旅

舍卡，能享受不少优惠，一般住上3晚左右就能把办卡的钱赚回来。青年旅舍卡一般在法国26岁以

下有用，超过基本就没什么用了。

大型的青旅网站：www.hostelworld.com/hostels/Paris

巴黎旅游局推荐青年住所：en.parisinfo.com/paris-hotels/young-paris

法国几个比较有名的青年旅馆联盟：

FUAJ www.fuaj.org

LFAJ www.auberges-de-jeunesse.com

BVJ www.bvjhotel.com

MIJE www.mije.com

小贴士：比较受推荐的是BVJ、MIJE

法国人家庭旅馆 chambre d'hotes

有些法国人把自己家或者一间几间房来招待客人，让本地人带你游巴黎，让法国人带你品味法国

，房屋条件一般都有统一规定，屋主一般都要求会英文，可以让你更深入法国，这种住所一般在

巴黎叫chambre d'hotes，其他地区叫Gites。

网址：www.gites-de-france.com

ACCOR HOTELS（雅高酒店）

在众多连锁酒店里，全球第一大酒店集团ACCOR HOTELS是巴黎分布最广的本土酒店品牌。

预订网址：www.accorhotels.com

其它酒店预订网站

巴黎旅游局的合作网站 www.hotels-paris.fr/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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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订房网站   www.hrs.com  www.booking.com

100家巴黎小酒店  www.small-hotels-of-paris.com

酒店预订服务机构

巴黎旅游与会议促进署

它可以在当天为你找到住宿的地方，并且免费为你预定房间。只是这里订房必须使用信用卡，到

了旺季可能有很多人排队。

休息日：5月1日

官网：www.parisinfo.com

电话：0892683000

地址：25-27 rue des Pyramides,1er ；卢浮宫西北50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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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巴黎购物

在这个地球上，有那么几个旅游城市，在爱好血拼的人们心中是不二圣地，说到打折季，说到扫

货，那就一切都是浮云，什么访古啊什么美食啊都免谈免谈，都靠后靠后，比如香港，比如巴黎

。

在巴黎购物的首要原则就是尽量多买名牌，千万不要贪便宜，买些没牌子的衣服或者在商场门口

兜售的便宜手工艺品，大都是MADE IN CHINA。

法国首饰也是必买的，但这需要花时间去逛小店，一些独立设计师自己设计的首饰，款式非常特

别，价格也很合理。

   

1、大型商场

巴黎的大型百货商场很多，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老佛爷和春天百货，还有折扣很多的购物村，比

如“欧洲谷”和“La Vallee”。建议第一次去巴黎的中国游客还是去这种地方购物，因为那里品

牌种类齐全，大部分品牌都可以买到，还可以给外国人打更多的折扣。

大部分百货公司都在塞纳河的右岸区。百货公司大减价通常在冬天，也就是每年的12月。另外1月

及6月至7月都是不同程度的打折季。

老佛爷百货公司 Galeries Lafayette

老佛爷，巴黎最大的百货公司，平均每日有10万人次光临，外国人（非法籍）可以直接通过paris v

isite观光卡直接获得10%的折扣，也可以通过巴黎大部分酒店获得10%的折扣券，除了红点商品（L

V、Chanel等奢侈品牌，食品、红酒）外都可以打折，同时还可以获得12%的信用卡退税或10%的

现金退税。

国内的旅游团一般会把大巴停在老佛爷百货和巴黎春天之间，导游也会大大方方的给你好几个小

时的购物时间。去之前功课要做足，自己要买的，要帮别人带的，所有的型号、规格都记住，看

见了就冲进去，尽量迅速搞定。因为不断有旅游大巴拉着一车车的人往老佛爷和巴黎春天里送，

动作慢的，货肯定会被扫光。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09:30-20:00

周四09:30-21:00

                                             74 / 123



�������

巴黎：初体验
电话：0033142823456

地址：40 Boulevard Haussmann 75009 Paris

官方网站：www.galerieslafayette.com

地铁：Chaussee d’Antin（M7、9）、Havre-Caumartin（M3、9）

RER：Auber（A 线） 

旅人提示：

多带点箱子绝对必要，不过现在很多老饕都知道不要再去lafayette，那里是宰外地来的。老佛爷简

直就成了中国游客为法国贡献GDP的最佳场所。

巴黎春天百货 Printemps

春天百货的建筑本身就是历史文化遗产，让顾客总是能够一边购物一边领略法国文化历史。外墙

装饰更是美艳不可方物，让整条奥斯曼大道都为之动容，而1881年修建的装饰着彩色马赛克和玻

璃天窗的角楼现在已经是举世闻名的游览地点。登上7楼，观赏春天百货用3185块彩画玻璃组成的

屋顶，绝对是一种艺术的享受。难怪春天百货建筑群被评定为历史古迹，其宏伟华丽的“新艺术

风格”穹顶令人惊叹。商场还特设6家风味餐厅，让走进春天的人在购物之余也能享受美食。购物

结束后还可以走上高耸的露台，放眼鸟瞰，整个巴黎景致尽收眼底。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09:35-20:00

周四09:35-22:00，打折期间或者圣诞新年假期前某些周日营业

电话：0033142825000

地址：102 Rue de Provence, 75009 Paris

官方网站：www.departmentstoreparis.printemps.com

地铁：Havre-Caumartin（M3、9）

RER：Haussmann Saint-Lazare（E线）

波马舍百货公司 Le Bon marche

位于七区的Bon marche走的是高端线路，卖的东西都不便宜。这是左岸唯一保留下来的宫殿，开

业于1838年，1984年被路易威登集团收购，成为左岸的奢华百货公司。Le Bon Marche是世界最古

老的百货公司，是中上阶级的巴黎人血拼时最爱的百货公司，也是法国电影经常借用的拍摄场景

。法国大文豪左拉也喜欢流连其中，一方面观察社会人生，一方面寻找写作灵感。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三10:0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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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10:00-21:00

周五10:00-20:00

周六09:30-20:00

电话：0033144398000

地址：24 Rue de Sèvres, 75007 Paris

官方网站：www.lebonmarche.com

地铁：Sevres-Babylone（M10、12）

市政厅百货公司 BHV Rivoli

1856年在Rue de Rivoli开业，起名拿破仑杂货店，1912年更名为巴黎市政厅百货公司，属于老佛爷

集团，可以在顶楼的客服处索取外国人10%打折卡。

市政厅百货公司BHV是一家以经营生活起居用品的专业百货公司，从服装、化妆品到家具、园林

、书籍、文具样样俱全，集传统小柜台和现代商业分门别类的特色于一身，除各种日用品外，底

层还保留了建材和装饰材料部，特别受大众欢迎，如果要布置家居，此处不可不看。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09:30-19:30

周三09:30-21:00

周六09:30-20:00

电话：0033977401400

地址：52 rue de Rivoli 75004 Paris

官方网站：www.bhv.fr

地铁：Hotel de Ville（M1、11）

雷阿尔商业中心 Forum Des halles

雷阿尔商业中心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位于巴黎市中心，临近卢浮宫和蓬皮杜艺术中心，是欧洲

最大的地下购物中心。商场由金属盒玻璃建成，极具艺术气息。这里拥有大约200多间精品店，其

中包括Habitat、LaRedoute、Sephora、Zara、Esprit、H&M、Giacomelli Sport、Mango等品牌店，还

有餐厅，咖啡厅、电影院、书店等配套设施，是集娱乐、休闲、观光于一体的购物天堂。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0:00

电话：0033144769656

地址：Passage Rambuteau,75001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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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1、4、7、11号线Les Halls站下车

名牌的钥匙 La Clef des Marques

巴黎名牌的钥匙折扣商场位于巴黎第六区，是旅游团必到之地之一。这里商品繁多，更有大量时

尚名牌，包括Adidas、Alessi、CalvinKlein、Converse、D&G、Choice、Crocs等。在此，能以低至

三折的优惠购得心仪物品，是游客到巴黎购物不可错过之选。

营业时间：周一12:30-19:00

周二至周六10:30-19:00

电话：0033145493100

地址：124 Boulevard Raspail, 75006 Paris

官方网站：www.laclefdesmarques.com

地铁：12号线Notre-Dame des Champs站下车

   

2、购物街区

巴黎不愧是世界级的购物圣地，大大小小的购物街区几十个，每个街区基本都有购物中心和商场

，只要看到自己熟悉的牌子杀进去血拼即可。

像巴黎这样名店泛滥的城市，购物要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昂贵的，但是能在香街这样的购物街上买

东西，本身就是一种风景，一种其他城市无法领略的风景。

巴黎的大小商店大多在星期日、节假日休息，晚上7点就关门。但最近几年为了迎合旅游者，很多

店铺陆续增加营业时间。特别是玛莱区的店铺，星期日大多会营业。圣日耳曼区有很多名牌产品

的分店，这里不会像总店那么拥挤，建议自助游旅游者去看看。

香榭丽舍大街 Avenue des Champs-Elysees

香榭丽舍大街是整个巴黎购物的象征，沿途风景如画，顶级名牌店琳琅满目，吸引了世界各地的

游客，Ferrari、Chanel、Armarni、Versace、Dior、LV、Lancel等等。

旅人提示：香街上的Lacoste（法国鳄鱼）店每年仅有冬季打折，夏季不参加大减价，所以喜欢这

个品牌的朋友，一定要趁冬天去抢购。

地铁：乘地铁1、2、6线或RER A线至charles de gaulle-etoile站下

旺多姆广场购物街 Place Ven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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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珠宝店在19世纪初就已经名闻遐迩。那些闪得让人眩晕的珠宝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这里明

争暗斗的故事也比他处的来得精彩。珠宝商们在此云集，一些巴黎的老字号固守这里，后来者如

Boucheron、VanCleef&Arpels、Chaumet、Dior、Chanel等名牌也毫不逊色。

地铁：M3、M7、M8到Opéra站下车

圣日耳曼区 Saint-Germain

位于左岸的圣日尔曼附近不仅有AMARNI、KENZO、MAXMARA等名牌专卖店，还有许多过季打

折店、品牌二手店或寄卖店等。

地铁：M4线Saint-Germain-des-Prés站下车

巴黎胜利广场 place des victories

巴黎胜利广场是新锐设计师的大本营，这里的建筑围绕着17世纪的古老风格，环境特别典雅。而

潮流新品牌设计师Kenzo、Cacharel、Thierry

Mugler都在此处开设店铺。除此之外还有Hariford、Blanc

bleu、Esprit等品牌以及个性小店可以让游客寻宝。

地铁：M3线Sentier站下车

歌剧院大街 Avenue de l'Opéra

歌剧院大街位于巴黎歌剧院附近，被称为外国游客大街，是巴黎免税店集中点。大街商店林立，

各种奢华品牌Paul、Grand Ptical等聚集于此，形成热闹非凡的景象。在这里，游客还可买到各种

各样的旅游纪念品。除此之外还有餐馆、咖啡店等方便游客小憩。

地铁：M7、M14线Pyramides站下车

奥斯曼大道 Boulevard Haussmann

奥斯曼大道不在巴黎最繁华的区域内，却因为2幢著名的百货公司而生动起来：法国最大的百货公

司老佛爷及以家饰精品著称的春天百货。1865年，春天百货首先来到在这里，直到19世纪末老佛

爷百货姗姗而来，却凭借古典豪华的装修轰动一时，在拜占庭式豪华圆顶下，购物真正成了一种

享受。

地铁：M7、M9线Chaussée d‘Antin-La Fayette站下车

拉丁区购物大道 Quartier Latin

这里是巴黎的中心，风格比较混合，有典雅高贵的高级时装店，也有前卫的时装及饰物。有AMA

RNI、KENZO、MAXMARA等名牌专卖店，也有许多过季打折店、品牌二手店或寄卖店等。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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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索邦大学，有很多针对学生的品牌。

地铁：4号线到Saint Germain Des-pres，10号线到Mabillon站

圣多诺黑街 Rue Saint-Honore

这里是巴黎时尚的最前沿，新老时尚势力的融合与碰撞在此上演。这里曾是贵族居住区，街上汇

集了众多奢饰品店和古董店，丝巾专家爱马仕更是从1837年起就落脚此地了。Channel、Dior、Gu

cci、Versace等也聚集于此。LV前设计师自创品牌Marc by marc jacobs也在此。一定不能错过的是位

于此街的213号的Colette，这家概念店吸引了无数时尚达人的眼球，还有意大利ASH鞋店，在这里

可以买到与明星同款的鞋子。

地铁：Pyramides站（M7、14线），Palais Royal-Musee du Louvre站（M1、7线）

玛莱区 Marais

蓬皮杜旁边就是著名的玛莱区，这里曾为宗教人士、皇宫贵族、犹太人、温州人，同性恋的聚居

区，保留了许多中世纪的街道和建筑。在巴黎大部分店铺歇业的周日，这里大部分店铺却是营业

的，有年轻时尚的小店，也有个性的二手店，是年轻人逛街的好去处；艺术家画廊，时尚的甜点

咖啡也散布于此。

地铁：M1线Saint-Paul站下车

   

3、品牌旗舰店

卡地亚 Cartier

一家1847年创办的高档珠宝首饰店，以钟表、波尔多葡萄酒颜色的包、宝石及贵重金属而知名。

在总店可以买到一流的珠宝饰物。

营业时间：10:30-19:00

电话：0033142185370

地址：13 Rue De la Paix 2e,Paris

官方网站：www.cartier.fr

地铁：3、7、8线在Opera站下车

香奈儿 Chanel

Gabrielle Chanel于1913年在法国巴黎创立香奈儿品牌。产品种类繁多，有服装、珠宝饰品、化妆品

                                             79 / 123

http://www.cartier.fr


�������

巴黎：初体验
、香水，每一种产品都闻名遐迩，特别是香水与时装，永远有着高雅、简洁、精美的风格。善于

突破传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成功地将“五花大绑”的女装推向简单、舒适，这也许就是最早

的现代休闲服。

营业时间：10:00-19:30

电话：0033142862800

地址：31 Rue Cambon ler,Paris

官方网站：www.chanel.com

地铁：8、12、14线Madeleine站下车

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是法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皮件设计大师之一，于1854年在巴黎开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第

一间皮箱店。一个世纪之后，路易�威登成为皮箱与皮件领域数一数二的品牌，并且成为上流社

会的一个象征物。2005年末，位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LV巴黎总店在人们的期待中重新开业，一踏

进店内就能感到无边无际的豪华绚烂。这是名牌的店堂，世界上的名牌迷们蜂拥而至。

营业时间：10:00-20:00

电话：0033810810010

地址：101 Av des Champs-Elysees 8e,Paris

官方网站：www.louisvuitton.com

地铁：1号线George V站下车

爱马仕 Hermes

世界著名的奢侈品品牌，1837年由Thierry Hermès创立于法国巴黎，早年以制造高级马具起家，

迄今已有170多年的悠久历史。爱马仕是一家忠于传统手工艺，不断追求创新的国际化企业，现已

拥有箱包、丝巾领带、男、女装和生活艺术品等十七类产品系列。总店位于法国巴黎，分店遍布

世界各地。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30-18:30

电话：0033140174717

地址：24 Rue du Fg St-Honore 89,Paris

地铁：1、8、12线在Concorde站下车

迪奥 D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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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r是一个著名法国时尚消费品牌。Dior公司主要经营女装、男装、首饰、香水、化妆品等高档

消费品。其男装品牌现已独立为Dior男装。自1946年创始以来，Dior一直是华丽与高雅的代名词

。不论是时装、化妆品或是其他产品，Dior在时尚殿堂一直雄踞顶端。

营业时间：10:30-18:30

电话：0033140735444

地址：30 Av Montaigne 8e,Paris

地铁：1、9线在Franklin D.Rooseve Lt站下

纪梵希 Givenchy

经典、高、时髦，这就是被称为法国时装界的绅士的Givenchy的风格所在。1952年，纪梵希这个

品牌在法国正式诞生，它是以其创始人，第一位首席设计师休伯特.德.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

）命名的。几十年来，这一品牌一直保持着“优雅的风格”，在时装界几乎成了“优雅”的代名

词。而纪梵希本人在任何场合出现总是一副儒雅气度和爽洁不俗的外形，因而被誉为“时装界的

绅士”，直到1995年7月11日纪梵希在他的最后一次高级时装发布会后宣告引退。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9:00

电话：0033144315109

地址：3 Avenue George V, 75008 Paris

地铁：9线Alma Marceau站下车

古驰 Gucci

古驰，永恒而经典，深受明星们的青睐，品牌灵感源自演员、公主和名媛等杰出女性。如今其创

作总监弗里达�贾娜妮(Frida Giannini)将这一历史悠久的品牌推向了全新的高度。其产品包括：经

典鞋履，奢华手袋，珠宝手表与香氛等。

营业时间：10:00-21:00

电话：0033144941470

地址：23 Rue Royale,75008 Paris

官方网站：www.gucci.com

地铁：8、12、14号线Madeleine站下车

宝格丽 Bvlgari

宝格丽，意大利珠宝和奢侈品，这个于1884年在意大利建立的高级珠宝品牌，始终代表着精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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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风格。

营业时间：10:00-20:00

电话：0033149529999

地址：40 Avenue George V,75008 Paris

官方网站：www.bulgaroi.com

地铁：1号线George v站下车

普拉达 Prada

1913年，Prada在意大利米兰的市中心创办了首家精品店，创始人Mario�Prada（马里奥�普拉达

）所设计的时尚而品质卓越的手袋、旅行箱、皮质配件及化妆箱等系列产品得到了来自皇室和上

流社会的宠爱和追捧。今天，这家仍然备受青睐的精品店依然在意大利上层社会拥有极高的声誉

与名望，Prada产品所体现的价值一直被视为日常生活中的非凡享受。

营业时间：周一11:00-19:00

周二至周六10:00-19:00

电话：0033145485314

地址：5 Rue de Grenelle, 75006 Paris

官方网站：www.prada.com

地铁：4号线Saint-Sulpice站下车

珑骧 LongChamp

法国的平民品牌，尤以饺子包而著名，在法国人人必备。

营业时间：10:00-22:00

地址：22 Rue Du Depart 75014 Paris

官方网站：www.LongChamp.com

地铁：4、6、12、13号线Montparnasse站下

娇兰 Guerlain

诞生于1828年的顶级奢侈化妆品牌，法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宝，始终致力于美丽事业，以精致护肤

、珠宝彩妆及香氛世家引领女性无上优雅之美。

营业时间：10:00-19:00

电话：003314562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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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68 Avenue des Champs �lysées, 75008 Paris

地铁：1、9号线Franklin D. Roosevelt站下车

莲娜丽姿 Nina Ricci

莲娜丽姿创于1932年，以服饰起家，以香水闻名于世。创立者是出生于意大利的Nina

Ricci，她是30年代巴黎最杰出的服装设计师之一。1932年在法国巴黎和她的儿子Robert

Ricci罗伯特�里奇一起创立Nina Ricci时装公司，现在的Nina Ricci已是法国最大的时装公司之一。

经营高级女装、精品时装、香水系列、用品、手表、皮件等。

营业时间：10:00-19:00

电话：0033140884545

地址：39 Avenue Montaigne, 75008 Paris

   

4、OUTLET

La Vallee Village

La Vallee购物村位于巴黎东部，距巴黎中心城区仅1小时的车程。“La Vallee”在法语里的特别意

思是：能用低至4折的超低价格淘到换季的名牌时尚用品，它的诱惑自然不言而喻。在这里，能找

到来自法国本土和享誉国际的75家时尚及奢侈品牌如Giorgio

Armani、Burberry、Celine、Givenchy、Salvatore Ferragamo、Feraud、Christian Lacroix等等。

营业时间：10:00-22:00

电话：0033160423500

地址：3 Cours de la Garonne, 77700 Serris

官方网站：www.lavalleevillage.com

欧洲谷 Val d’Europe

三分之一的市场价却能买世界顶级名牌，Val d’Europe当然不能错过。走出La vallee village，对面

那条街就是欧洲谷。欧洲谷的装修很有特色，清一色的一排小房，清新而优雅。光是小房子上挂

着的不同的世界级大品牌就够眼花缭乱的。

营业时间：10:00-20:00

电话：003316042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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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4, cours du Danube - Serris  77711 Marne-la-Vallée Cedex 4

官方网站：www.valdeurope.fr

   

5、特色小店

绵羊长5只脚 Monton a cinq Pattes

这算是巴黎第一家过季连锁商店了，成立至今已40年之久，历史与YSL不相上下，这里标榜的是

唯一拥有最多创造性设计师服饰的一家店，有点东方血缘的店长Soco指出是从Gaultier、Montana

及Mugler这代的设计师起至服装新锐为寻求重点。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10:30-19:30

周末则到20:00结束，圣诞节、12月份周日亦营业

电话：0033143297356

地址：19，Rue Gregoire de Tours

安东尼与莉莉 Antoine et Lili / A.L.Tribu

商店的外表以枣红色系为主，搭配柠檬绿及橙色，在以高雅为讲究的圣日耳曼区，这么放肆的店

面一定引起你的好奇，原来就是以Martine Senac为首设计群所开创的品牌Antoine et Lili，是一家不

信邪的处女店，不过仍保留传统，留一部分场地提供给一些年轻设计师去发挥以丰富产品。

地址：87，Rue de Seine

电话：003315624358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00-19:30

地铁：4、10号线到Odeon，10号线到Mabilon站

顺风之意 Au Gre du Vent

由两个好朋友Annick与Tina共同创业，尤以Annick在服饰业30多年的经历为主导，而让圣日耳曼区

购买超量服装的贵妇人或心理医学界女强人，拥有满足喜新厌旧快感的机会，事实亦证明在开幕

的前8天中，客人填满了整个精品店。寻宝时不必担心尺寸，由专人伺候。

地址：10，Rue des 4 Vents

电话：0033144072873

营业时间：周一14:3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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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至周六10:30-19:30

地铁：4、10号线到Odeon，10号线到Mabillon站

旧货市集 La Braderie

这里的品牌似乎都是追求另类流行族群的最爱，因为如果少了一件D&G、VERSACE、甚至Gaultie

r就落伍了，而当然这些品牌的服饰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消费的，所以这里已开设20多年一连

家的过季商店是你的首选，光看这些五光十色酷呆了的服装鞋饰，就已令人跃跃欲试了。

地址：36- 46- 56- 58，Rue Saint-Placide

电话：0033156243581

营业时间：周一12:00-19:00

周二至周六10:00-19:00

地铁：4号到Saint-Placide，12号线到Rennes

A.P.C. SURPLUS

喜欢到日本及香港购物的人群注意了，这是由尚图伊杜所（Jean Touitou）创立，受到日本广告圈

宠爱的A.P.C.品牌在巴黎唯一的过季商店，设计风格内敛、犀利、不退流行。

地址：32，rue Cassette 75006 PARIS

电话：0033145484371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末13:00-19:00

地铁：4号到Saint-Sulpice，12号线到Remes

复古公斤店

这家店的二手复古单品全是以公斤计算，包0.3公斤/7欧元，牛仔裤0.635公斤/12.7欧元，不需要问

价，抓一大包上秤称重量就行！不过这家店卖的都是普通等级的Vintage,需要认真淘才找到时尚复

古的精品。店内的商品被标上红色或绿色的标签，公色标签的衣物为20欧元/公斤，绿色标的为30

欧元/公斤。所以如果拿的衣服是红色标签的就直接放在秤上按红点就行。店内的皮草衣服价格为

40欧元起，皮草的种类大致有小马毛、水獭等，店铺里只有皮草是订好了价格的。还有很多秋冬

大衣、欧洲复古牛仔衣、皮裙、皮裤、真丝衬衣等。

地址：69-71 Rue de La Verrerie,75004 Paris

电话：0033967137954

营业时间：周二、周三11:3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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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至周六11:30-20:45

周日、周一13:30-20:15

地铁：1号线至Hotel de Ville站下车

巴黎烹饪书店

一家畅销的烹饪书专营店，虽说是烹饪书，但比起专业方面的东西，它还是以艺术效果和视觉效

果为主。新刊以法语为主，还有很多从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旧书。仅仅是这里的便宜书就足够逛

上半天了。

地址：58 Rue Charlot 3e,Paris

电话：0033142726897

营业时间：11:00-19:00

地铁：8号地铁Filles du Calvaire站下车

Sephora香水药妆店

法国的护肤品企业在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以香水尤为出名。在法国，最大的香水化

妆品供应商之一是Sephpora。该公司在全球21个国家拥有800家店铺，以自由、卓越、激情的信念

为顾客呈现最好的国际一线美容品牌。

地址：70-72 Champs-Elysees,75008 Paris

电话：003315393225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9:30

地铁：9号线Saint-Philippe-du-Roule站下车

Marionnaud

Marionnaud在法国有562家门店，另外全世界13个国家有超过1100家门店，但现在暂时没有进入中

国市场。Marionnaud从香水起家，到今日已成为囊括香水、彩妆、护肤品、日用清洁等全目录的

综合商场。所有响当当的的大牌在这里都能找到，而质优价廉的法国当地品牌也有所涉及。Mario

nnaud总有种类繁多的各式活动，每一季打折时总是很有诚意地献上超多特具诱惑力的折扣。

地址：104 Avenue Des Champs-Elysees 75008,Paris

电话：0033153965000

营业时间：10:00-24:00

地铁：1号线George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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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www.marionnaud.fr

   

6、手信专区

小纪念品，明信片等

巴黎的特色小纪念品不多，不少也是made in China；烟灰缸，冰箱贴，钥匙扣这些常年纪念品在

报亭有售；博物馆里一般都有纪念品出售，书、杯垫、贴纸等等，明信片价格差异很大，如果找

不到邮局，可以在售烟亭tabac处买邮票后直接投邮筒。旧书摊是巴黎的另一大特色，圣米歇尔区(

Saint-Michel)沿塞纳河两岸布满了这样的小摊位。旧书、各种旧货、连环画......您在那里可以找到

价钱不一的各种东西。

葡萄酒

法国是葡萄酒的天堂，对于普通法国民众来说，5欧左右的AOC葡萄酒就已经是不错的餐桌用酒

，好一点的一般也在20欧以内，20欧以上的葡萄酒差不多都算挺不错的，所以从法国带两瓶好酒

回国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担心酒瓶打翻，最好就在机场免税店买，如果在国内还需要转机

，注意托运行李规定。一般超市里卖中低档葡萄酒，市内的连锁店Nicolas是个不错的选择，里面

中高档葡萄酒居多，价格实惠，专门的酒窖，酒店，机场免税店则出售比较上乘的葡萄酒。

品牌推荐：

LAVINIA：世界最大的葡萄酒店之一，有6000种葡萄酒可供选择

地址：3-5 Boulevard de la Madeleine 75001

De Vinis Illustribus：位于左岸的这家葡萄酒店可以选择到全法很多有名的葡萄酒。

地址：48 Rue de la Montagne Sainte-Genevieve 75005

香水，化妆品

化妆品市场的巨头大都是法国企业。在法国买化妆品前，首先考虑好适合自己的品牌，系列，然

后再对比本地价格后再考虑是否值得在法国购买。法国最大的两家香水化妆品连锁分别是Sephora

和Marionnaud。第一家还可以帮你做皮肤测试推荐商品，第二家李嘉诚是最大股东，分布较广，

促销较多。春天百货，老佛爷也都有自己的药妆店，老佛爷位于女装大楼一楼内层，春天百货的

药妆位于Maison大楼二楼。Clarins，Biotherm等介于两者之间，香水店药店都可购得。

大众品牌欧莱雅一般在超市可以购得，一般超市经营较低端的普通化妆品，法国还有一家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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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连锁店Yves。化妆品市场的巨头大都是法国企业，亚洲近乎只有shiseido占有一席之地，但如

果购买Shiseido则不建议在法国购买，资生堂在法国订价相比国内较高，即使退税，也无太大优惠

。

其他品牌有些专门针对亚洲人的系列，比如说Lancome的blanc expert，在法国就基本上无销售，只

在亚洲地区销售。当然LaMer、Sisley、Chanel等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注意市内某些免税店，一个是服务态度一般，另外一个是价格的虚假，表面看似折扣不低，但是

事实上有些商品都是比其他正常商家价格提高后再打折，没有太多优势，甚至有些打折后还比不

上退税。同时注意的是，法国的化妆品，大品牌一般在香水店或者专柜出售，比如雅诗兰黛，兰

蔻等。药店出售药妆，其中有不少比较喜欢的品牌比如Vichy、Nuxe、Avene等等。

香水博物馆 Le Musee du Parfum

香水博物馆于198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所在的建筑物是一栋建于1860年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市内住

宅。这栋建筑是由加尼耶（GARNIER，巴黎歌剧院的设计师）的学生勒苏法什(LESOUFACHE)设

计建造的，室内装饰完全保持着那个时代的风格。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各个时代与

香料、香水有关的物品，你还可以在博物馆中的商店里以优惠的出厂价购买到格拉斯化妆品工厂

里制造的各种产品。这座博物馆记录了关于香水长达4000年的历史，可说是全球芳香界的胜地。

地址：9 Rue Scribe, 75009 Paris，毗邻歌剧院

烟草

法国的烟草只有在tabac可以买到，超市和其他小店都没有卖。价格一般在五欧左右一包。法国年

轻人非常喜欢和游客要烟或者自己手动卷烟，对卷烟感兴趣的人不妨一试，烟草店里面有卷烟盒

出售。法国比较流行的烟是万宝路和lucky，后者因为是士兵抽的烟而风靡法国。游客可以选择法

国的高卢牌香烟作为旅游纪念品。

   

7、购物指南

在巴黎哪里买到真正的名牌的便宜货？

在巴黎找便宜的衣服没有什么窍门，只有两个办法，就是在适当的时间找到适当的地方。

所谓适当的时间就是大减价的季节，百货公司大减价通常在十二月中、一月及六至七月的最后一

个星期。而名牌时装则通常在三月及七月。这是法定的减价期。2010年的减价幅度最大有的减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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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折，不过要手疾眼快。

所谓适当的地方，就是那些被品质检验刷下来的次品，被放到特定的几家商店出售。姑且称之为

“减价名牌店”。次品常见的问题有：对缝花纹不准、号码过大或过小、纽扣脱落或衣展后的处

理品⋯⋯对正牌来讲是问题，对普通人来讲并不难接受。 

打折季

Soldes是法语降价的意思，但是在商业里这个词被严格规范，每年夏天和圣诞节后只允许有两段时

间使用“Soldes”做促销。具体时间是各省商会确定的，每次大概3周左右。降价时要严格参考近

年的实际价格打折，如果有先涨后降的作弊，将会受到及其严厉的处罚。中国很多人都知道这几

个字，因为这是来法国抢购名牌货的最佳时机。

一般一年有两次大型的打折季，冬季打折一般在圣诞新年假期后，持续3-6周，夏季打折则一般在

6月底和7月初，持续一个月左右，大部分品牌都有30%-70%的折扣，不过LV、Chanel不参加打折

行列，Gucci、Burberry等品牌一般都有商品打折促销，春天百货、老佛爷有时都有一周左右的打

折，低到50%。

营业时间

巴黎的商店一般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六9：00-19：00，周日和节日一般不营业，部分商店周一（

上午）不营业，中国城的商店大部分周一不营业，周日营业，圣诞节新年假期或者打折季期间，

部分大型商场，商店某些周日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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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黎娱乐

巴黎的夜生活都有什么内容，相信每一个巴黎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巴黎是世界上接待游客最

多的城市，游客让巴黎的夜更丰富，除了泡酒吧、咖啡馆之外，看各种歌舞节目是另一种消磨时

光的方式。巴黎是一个充满着浪漫自由气息的城市，巴黎人喜爱艺术，白天参观大师作品，入夜

后品尝美酒，观看热情的歌舞表演，体验精彩的夜生活，这些都是浪漫之都最令人向往的消遣方

式。

   

1、剧场表演

巴黎是一个看演出全年无淡季的城市，可选择的去处很多，从闻名遐迩的红磨坊、丽都到华丽的

巴黎歌剧院，歌剧、喜剧、滑稽表演、马戏、杂技⋯⋯想看什么任君选择。

推荐去处：

巴士底歌剧院 Opéra Bastille

巴士底歌剧院是巴黎的第二个大歌剧院，也是欧洲最大的歌剧院之一，这是密特朗任内的建筑大

作。当初的建筑要求并不是历史纪念物或是巨型宫殿，而是一座实用且平民化的艺文观赏场所，

并且建在自古有名的巴士底平民阶层区，这都有其象征的意义。

营业时间：按节目而定

电话：0033140011789

地址：120 Rue de Lyon, 75012 Paris

官网查询：www.operadeparis.fr

公交：20、29、65、76到Bastille站下

地铁：1号线、5号线或8号线到Bastille站下

红磨坊 Moulin Rouge

红磨坊创建于1889年，是巴黎最地道的法式歌舞厅，也是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夜总会。凭借法

式康康舞闻名于世，劳特雷克设计的海报更令其成为不朽传奇。长久以来红磨坊为观众呈现众多

享有盛誉的演出，如《巴黎，明天和永远》，60位漂亮的红磨坊女郎，1000件带羽毛、水晶玻璃

、闪光亮片的服装，世界级的魅力令人难以抗拒。著名的法国康康舞、无上装表演、巨蟒美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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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箱表演等，更令人叹为观止。

营业时间：20:00-01:00

地址：82 Boulevard de Clichy, 75018 Paris

电话：0033153098282

官网查询：www.moulinrouge.fr

公交：30、54、68到Place De Clichy站下

地铁：2号线、13号线到Place De Clichy站下

丽都夜总会 Le Lido

丽都夜总会创建于1928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夜总会之一，也历来是贵族名流、富豪们在巴黎的

首选休闲娱乐之地。首创餐饮与观赏节目相结合的娱乐模式，推出众多令人销魂的艺术表演。华

丽的服饰、考究的道具以及神奇的灯光和迷人的音乐，为人们营造幸福感受。

营业时间：20:30-01:30

地址：116 Bis Avenue des Champs �lysées, 75008 Paris

电话：0033140765610

官网查询：www.lido.fr

公交：73、N11、N24到George V站下

地铁：1号线到George V站下

法兰西喜剧院 La Comédie Fran�aise

法兰西喜剧院建于1680年，是法国最古老的国家剧院，由原莫里哀演员剧团与马莱剧团、勃艮第

府剧团合并而成。主要以演出传统法国喜剧而著名，表演厅属典型的意大利风格，高贵典雅。这

里所演出的剧目不仅仅是喜剧，还包括有悲剧，默剧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莫里哀先生的代表

作品《伪君子》、《吝啬鬼》。

营业时间：14:00-22:00

地址：00001 Place Colette, 75021 Paris Cedex 01

电话：0033825101680

官网查询：www.comedie-francaise.fr

公交：27、39到Palais Royal-comedie站下

地铁：7号线到Pyramides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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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剧院 Thé�tre de la Ville

巴黎大剧院成立于1863年，是巴黎首屈一指的舞蹈剧院。以奥斯曼风格设计，装修富丽堂皇，设

有987个座位，并配备最先进影音设备，是法国推行世界音乐的先驱，多年来致力于开创和引进最

高水准的制作，上演节目有歌剧、戏剧、舞蹈和音乐会等，从古典到前卫，应有尽有。

营业时间：周一11:00-19:00，周二至周六11:00-20:00，周日休息

地址：2 Place Ch�telet, 75004 Paris

电话：0033142742277

官网查询：www.theatredelaville-paris.com

公交：21、38、47到Chatelet站下

地铁：1号线、4号线、7号线、11号线或14号线到Chatelet站下

巴黎歌剧院 Palais Garnier

巴黎歌剧院又称加尼叶歌剧院，是法国上流社会欣赏歌剧的场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抒情剧场。

规模宏大，精美细致，金碧辉煌，被誉为是一座绘画、大理石和金饰交相辉映的剧院，给人以极

大的享受。主演戏曲、芭蕾舞剧、音乐会和独奏会。著名的《歌剧魅影》故事就发生于此。

营业时间：按演出时间表营业

地址：10 Rue Halévy, 75009 Paris

电话：0033171252423

官网查询：www.operadeparis.fr

公交：20、21、27、29、42、52、53、66、81、95到Opera站下

地铁：3、7、8号线到Opera站下

   

2、酒吧夜店

巴黎的酒吧一般营业到凌晨2点结束。happy hour的时段酒水比较便宜、份量比较足。巴黎的酒吧

区主要集中在巴士底广场附近，玛莱区有很开放的同志酒吧区。其中疯马夜总会、拉丁天堂夜总

会、狡兔酒吧最广为人知。

推荐去处：

狡兔酒吧 Lapin Ag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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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兔酒吧是一间具有历史特色的酒吧，想体会纯正法国风情的游客不要错过，这里以前是画家、

诗人群聚的小酒馆，毕加索、德安、布拉克等都在此度过他们的年轻艺术岁月。如今变成纯供娱

乐表演的场所，顾客围观而坐，每晚有连串的表演节目，其中包括香颂、手风琴、玩笑说唱、小

型舞蹈，有时也会是戏剧表演，充满温暖亲密的感觉。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21:00-02:00，周一休息

地址：22 Rue des Saules, 75018 Paris

电话：033146068587

官网：www.au-lapin-agile.com

地铁：12号线到Lamarck Caulaincourt站下

Sir Winston酒吧

古老的英式餐厅酒吧，临近凯旋门，环境优雅舒适，昏暗的灯光营造出神秘的环境，气氛轻松热

闹，提供世界各地五十多种鸡尾酒和威士忌。

营业时间：09:00-03:00

地址：5 Rue de Presbourg, 75116 Paris

电话：0033140671737

官网：www.sirwinston.fr

地铁：6号线到Kleber站下

RER：A线到Charles de gaulle-etoile站下

疯马夜总会 Crazy Horse Saloon

疯马夜总会于1951年由贝尔纳创办，以演出纯正法式风格的浪漫艳舞而著称。内设有275个座位，

每个位置都有绝佳的视野，旅客可以坐在舒适的座位上，尽情观赏艳丽的演出。舞台灯光效果是

疯马夜总会的一大特色，通过完善Dekufle飞利浦过滤器，把几何图案打在舞者胴体上，营造出声

、光、色、裸的“新境界”，细腻地表达了情色之美，融合纯正的感官刺激，给旅客们留下艺术

性与神秘夜巴黎的深刻印象。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周日20:15-02:00，周六19:00-02:00

地址：12 Avenue George V, 75008 Paris

电话：0033147233232

官网：www.lecrazyhorsepar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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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42、72、80到Alma-marceau站下

地铁：9号线到Alma-marceau站下

拉丁天堂夜总会 Paradis Latin

拉丁天堂是巴黎著名的四大夜总会之一。其拥有500多个雅座层豪华大厅，舞台透出丝丝缕缕的香

艳气息。表演丰富多样，精彩绝伦，包括娇媚的赤裸舞娘、现代爵士音乐、滑稽剧、空中飞人、

变戏法等豪华演出，通过演员的魅力、性感和情感，让观众在梦幻的气氛中得到难忘的享受。该

夜总会带给顾客的欢乐，验证了特别针对中国游客而写的广告词：“如我堂皇富丽，不如我歌舞

艺术之技；如我歌舞艺术之技，不如我历史悠久两个世纪；如我历史悠久两个世纪，不如我蓝带

级法国美食，包君满意”。

营业时间：周一、周三至周日20:00-23:15，周二休息

地址：28 Rue Cardinal Lemoine, 75005 Paris

电话：0033143252828

官网：www.paradislatin.com

地铁：10号线到Cardinal Lemoine站下

爪哇俱乐部 La Java

La Java是一家新颖的现场音乐俱乐部，也是年轻人释放激情与压力的天堂。其装潢个性时尚，装

饰简单而独特，拥有一流的音响、最新款式的全套激光及摇头灯光齐备。这里每天举办不同的主

题活动，从非洲到法国主题，从摇滚乐、世界音乐到原创音乐组合演唱，节目丰富多彩，让您拥

有难忘的疯狂之夜。

营业时间：21:00-06:00

地址：105 Rue du Faubourg du Temple, 75010 Paris

电话：0033142022052

官网：www.la-java.fr

公交：N12、N23到Belleville站下

地铁：2号线或11号线到Belleville站下

                                             94 / 123

http://www.paradislatin.com
http://www.la-java.fr


�������

巴黎：初体验
  

十、巴黎交通

   

1、航空

巴黎主要有两大机场，分别是北郊的戴高乐机场（Charles De Gaulle，简称CDG）和南郊的奥利机

场（Orly），它们都是客运机场。戴高乐机场主要负责接待国际航班，来自亚洲的一些航班在戴

高乐CDG1和CDG2两个航站楼起降。奥利机场比戴高乐机场的规模要小一些，分南、西两个航站

楼(Orly-Sud、Orly-Ouest)，主要负责国内航线、近距离航线及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巴黎大区外

还有一个廉航伯韦机场（Beauvais，简称BVA），这个机场准确的说并不属于巴黎，总共只有四家

航空公司在此经营，其中百分之九十的航班来自爱尔兰Ryan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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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机场位置

机场交通：

机场巴士：法航巴士2号线从戴高乐机场出发一直开到凯旋门，途径马约门（Porte Maillot）机场

大厅每20分钟一班，全程大约40分钟；法航巴士Lignel1从奥利机场出发经由蒙帕纳斯站开往荣军

院（Invalides），机场大厅每15分钟一班，全程共约30分钟；

公交：350路公共汽车：戴高乐机场至巴黎东站；

351路公共汽车：奥利机场至民族广场。

地铁：戴高乐机场可以直接搭乘RER-B线到市区，奥利机场有专门的轨道交通线Orly

Sub，可换乘RER-B线；

出租车：由戴高乐机场或奥利机场到市中心，根据路程远近30欧至50欧元不等，凌晨及晚上另加2

0%的费用；

前往韦伯机场：地铁Porte Maillot外有shuttle Bus去机场，每架航班起飞前3小时15分开一班，行程

约70分钟；每班飞机到达时也有一班车开往Porte

Maillot；还可以从火车北站乘火车前往Beauvais或打TAXI（此方式比较耗时价格上也比较贵）。 

戴高乐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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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查询：

�戴高乐机场

航班出发到达信息查询：www.aeroportsdeparis.fr/Adp/en-GB/Passagers

机场主页：www.aeroportsdeparis.fr

主要廉航目的地：www.whichbudget.com/en/cheapflights.php?from=CDG

奥利机场

航班出发到达信息查询：www.aeroportsdeparis.fr/Adp/en-GB/Passagers

机场主页：www.aeroportsdeparis.fr

主要廉航目的地：www.whichbudget.com/en/cheapflights.php?from=ORY

各主要航空公司使用的航站楼：

CDG1：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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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航空公司（LH）

新加坡航空（SK）

泰国航空（SQ）

马来西亚航空（TG）

CDG2：

有A~F共6个大厅

A~F 法国航空（AF）

A 国泰.太平洋航空（CX）

B 英国航空（BA）

    瑞士航空（LX）

C 前苏联航空（SU）

D 芬兰航空（AY）

    奥地利航空（OS）

F 日本航空（JL）

    意大利航空（AZ）

    KLM荷兰航空（KL）

    大韩航空（KE）

旅人提示：

1、戴高乐机场和奥利机场间距离较远，大约要花费1小时左右时间，如需在巴黎转机要留意前后

航班是否同在一个机场，以免误机。

2、法国出租车只可乘载三位乘客，摆放行李的空间也十分有限。

   

2、铁路

巴黎是法国的铁路枢纽，RATP和SNCF等公司运营整个巴黎大区的交通网络，前往周边国家也非

常方便。除国内线外，还有通往伦敦、米兰、马德里、巴塞隆纳、布鲁塞尔等主流城市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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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内客运火车分为新型高速火车TGV、特快车Rapide和快车Express，其中TGV连接大城市及

主要景点，不过TGV价格较高。而廉价法铁OUIGO的开通，更是为来这里的旅客提供了便利。

巴黎六个火车站及主要常见目的地及公共交通到达方式：

巴黎奥斯特里茨火车站 Paris-Austerlitz

地址：55 Quai d'Austerlitz ，第13区

国内：卢瓦河谷小火车Ter、布洛瓦（Blois）、安布瓦兹（Amboise）等

南部夜车Lunea：安纳西（Annecy）、波尔多(Bordeaux)、图卢兹(Toulouse)等

地铁：M5、10

RER：C线

巴黎东站 Paris-Est

地址：Place du 11 Novembre 1918，第10区

国际：德国、卢森堡

国内：东部，如梅兹(Metz)、南锡(Nancy)等

地铁：M4、5、7

巴黎里昂火车站 ParisLyon

地址：Place Louis－Armand，第12区

国际：意大利、瑞士

国内：东南部：尼斯(Nice)、戛纳（Cannes）、马赛(Marseille)、里昂（Lyon）等

地铁：M1、14

RER：A线、D线

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 Paris-Montparnasse

地址：17 Boulevard Vaugirard，第15区

国际：西班牙

国内：西部：布列塔尼亚地区(Bretagne)，如布雷斯特(Brest)、南特(Nantes)、雷恩(Rennes) 等

地铁：M4、6、12、13

巴黎北站 Paris-Nord

地址：18 rue de Dunkerque，第10区

国际：伦敦、比利时、荷兰、德国（科隆，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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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北部庇卡底地区(Picardie)，如加莱(Calais)、里尔(Lille)

地铁：M4、5

RER：B线、D线

巴黎贝尔西火车站 Paris-Bercy

地址：48 bis Boulevard de Bercy，第12区

国际：意大利（米兰、罗马）

地铁：M6、14

同时，巴黎大区还有戴高乐机场、迪斯尼等火车站(Zone 5)，方便不进巴黎市的旅客。

国际列车：

伦敦-巴黎：大名鼎鼎的欧洲之星Eurostar，全程不到3个小时，从05:30左右到19:45左右，约每小时

一班，停靠巴黎北站Gare Du Nord；

布鲁塞尔-巴黎：全程1小时20分钟，从07:45左右到21:45左右，约每小时一班，停靠巴黎里昂车站

Gare De Lyon；

阿姆斯特丹-巴黎：全程约4小时，从7点左右到19点左右，约2-3小时一班，停靠巴黎北站Gare Du

Nord；

马德里-巴黎：快车全程约13.5小时，每天19点对开，停靠巴黎Austerlitz车站；

慕尼黑-巴黎：夜车全程12小时，23:14出发；日间快车约8.5小时，06:44出发。停靠巴黎东站Gare

Du Est；

罗马-巴黎：夜车全程约15小时，18点出发；日间车全程约12小时，8点出发。停靠巴黎里昂车站G

are De Lyon。

法国廉价高铁low-cost TGV【OUIGO】

OUIGO是法铁SNCF开通的廉价高铁线路，目前运行线路有限，暂时只有东南线，主要旅游目的

地有：里昂Lyon、马赛Marseille、普罗旺斯（阿维尼翁Avignon、埃克斯Aix-en-provence）、尼姆N

imes、蒙彼利埃Montpllier 。主打低价，票价10欧起，可以提前3-6个月可订票。

巴黎发车点：位于远郊迪斯尼高铁站Marne-la-Vallée Chessy（RER

A东部终点站，距离市内约40分钟）

预定网址：www.ouigo.com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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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舱位只有一种经济舱位，部分车厢上节带有充电插座，需付费，没有餐车；

2、行李：手袋和一件随身行李（最大55x35x25 cm）免费，规格同航空公司。其他行李购票时5欧/

件，最多两件。超出行李网购5-10/欧，现购40欧/件；

3、车厢分有插座盒无插座，有插座需另附2欧每人；

4、有插座的车厢和没插座的车厢是分开的，这些座位需要每人多付2欧；随身宠物需要附收30欧

；短信提醒1欧（法国境内手机）；免费轮椅服务，需要提前48小时预约；

5、有mini-groupe票，适合4-8人一起出行的小团体，部分车次可以拿到20欧每人的价格；

6、12岁以下儿童票价始终5欧（可以免费使用插座）。

高速列车TGV

以300公里时速连接法国大部分主要城市：巴黎到里尔1小时，到马赛或波尔多3小时，必须提前订

位。

红珊瑚火车Les trains Corail和地区快车Trains Express Régionaux

比TGV速度慢，但网络密集、停靠站点多，可以方便地前往很多小镇。不是旅游旺季一般不需订

位。

旅人提示：

1、法国铁路网站票价会因淡旺季、购票时间不同而不同，若是出行确定，建议提早购买车票，以

便享受更多优惠。而且有的优惠只针对外国游客，到了法国就买不到了；

2、TGV票价分为成人、学生、老年票，舱等分为1等、2等车厢，SNCF有不少优惠卡出售，最实

惠的方式是提前买票，越早购买越便宜，有机会买到便宜的1等；

3、如果对乘车规则不了解或对该乘什么车举棋不定，售票窗口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耐心地解答、帮

你出主意，只是窗口售票的效率比较低可能会需要长时间排队；

4、桔黄色的检票机安放在站台入口处，上车之前务必将车票过一下检票机。如果没有检票，一定

尽快通知查票员，以免被罚款；

5、法国的火车票是没有座号的，可以多花几欧元订个座位，也可以上车后选择写着“non reserv

é”的位子坐。中途下车的话只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再上车就没关系，不过订的位子就没有了；

6、法铁超过100公里的线路，火车晚点30分钟起赔；

7、除了Gare de Bercy以及Gare

d'Austerlitz，其他的火车站都分为Transilien（巴黎大区内火车）以及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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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nes(国内国际列车)两大块，所以去火车站的时候注意分别两个标志的不同；

8、选择巴黎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夜火车，卧铺非常舒适，还能省一夜住宿费。

   

3、公路

巴黎是个堵车出名的大城市，存在交通堵塞、停车难的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巴黎市区车位难

找或者较贵，单行线较多，公车道较多，不太适合自驾。不过如果要去巴黎郊区或者环法旅游，

可以考虑租车自驾。

巴黎设置了480多条公共汽车专用道，全天或部分时间禁止其他车辆使用。每逢空气流通不畅的无

风日，还分单双号车牌限制轿车进城。所以在巴黎市区内乘坐公共交通旅行是最合适的。法国交

通法规与中国没有太多不同，中国游客持短期签证，可以使用国际驾照在法国驾驶。

驾车证件：国际驾照、汽车注册证明（carte

grise）及保险凭证。租车必须年满20岁并持有驾驶执照1年以上。

租车：

主要的汽车出租公司在大城市的火车站、机场和市内都设有办事处，可以很方便租到各种类型的

汽车。

路况播报：行车当中可以收听频率为107.7的“调频高速路（Autoroute

FM）”广播了解当时的路况信息。

泊车：

巴黎市区内停车，管制很严，如违例停泊的车不翼而飞，有可能是被扣押，应马上致电警察局。

地面上的白色虚线标划出了停车范围，标有“Payant”字样的车位为收费车位，无任何标记的则

为免费车位。行人路旁的黄色点线表示可在该处短暂停泊车辆，让乘客上下车。在付费停车场停

车，必须从安装在人行道上的计时器中取出付款票据，并将其放在车内显眼的地方。也可以在烟

草专卖店买到停车票。停车费的价格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地段有很大差异。

旅人提示：

1、驾车时必须系上安全带并靠右侧行驶，在没有特殊指示的情况下，右侧驶来的车辆享有优先权

；

2、限速：城市中每小时50公里，公路上每小时90公里，快速路上每小时110公里，高速公路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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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130公里；

3、在没有停车标志的地方停车会被罚款；

4、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不能超过0.5克，也就是差不多2杯葡萄酒。

   

4、水运

在巴黎游玩，除了公交、汽车外等大众工具，你还可以乘船游览巴黎的美妙风光。

巴黎游船：

塞纳河是法国第二大河，从塞纳河上看巴黎，任河水自由流淌，领略巴黎的浪漫风情。塞纳河上

多家公司运行着游船及就餐服务，其中，巴黎游船公司(Bateaux Parisiens)是巴黎最大的游船公司，

拥有12条全观景游船，并负责巴士游船的管理。你可以选择从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出发享受

巴黎的别样水域风情。铁塔的船有中文讲解器，圣母院的讲解器语言种类较少，同时要求在哪里

上船，还要哪里下船。同其它游船公司一样，一般全程1个小时左右。

官方网址：www.bateauxparisiens.com

   

5、长途巴士

巴黎加利耶尼国际车站 Gare internationale de Paris Galliéni

汽车总站有直达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首都的长途巴士，很多情况下，汽车可能是最便宜的交通方式

。这里有Eurolines等公司运营的多趟巴士往返于巴黎和里昂、尼斯等法国国内城市以及日内瓦、

布鲁塞尔、柏林等邻国城市，是巴黎地面交通的重要枢纽。

地址：28，av. du Général de Gaulle

电话：0033836695252

交通：地铁3号线终点站下

运营公司Eurolines官方网站：www.eurolines.fr

   

6、地铁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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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地铁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共运营地铁系统，已有100多年历史。遍布巴黎的地铁到哪儿都非常便

利，加上乘地铁比在地面上开车或乘坐Bus更为快捷，因此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地铁里的早高峰时

间大约在9点以前，晚高峰在下午五六点左右。巴黎城市由内向外呈同心圆放射状划分区域，由内

到外票价递增。巴黎地铁有14条线路，顺序1-14，标志为“M”，每条线路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标

记。

运营时间

05:30-00:30，周五、周六以及节日前夜会延长运行到02:15，一般高峰期班次较多，2-3分钟一班，

夜间、周六车次频率稍低，周日、节日班次相对较少。

车票信息

巴黎所有地铁线路都可以使用ticket t+以及2圈以内的交通票，公交车票和地铁车票基本完全通用

，也可以自由换乘。进站需要检票，然后所检车票必须保留到离开地铁站，否则将作为无票处理

，遇到查票人员将处以25-40欧不等的现场罚款。Ticket

t+可以单程乘坐，也可以在90分钟内在地铁以及Zone 2以内的RER之间转乘或在公交车和Tramway

之间转乘。如果乘坐公共交通比较多的话建议购买Carnet（五年内有效），相当于10张次票，售13

.30欧，比单次购买便宜不少。

车站信息

在巴黎市区分布着300多个地铁站，重要景点地铁站主要有：

卢浮宫：1、7线Musee du Louvre站

巴黎圣母院：4线Cite站

艾菲尔铁塔：6线BirHakeim、9线Trocadero站

凡尔赛宫：RER C线Versailles Rive Gauche站

巴黎地铁图及城市zone分布：www.ratp.fr/plan-interactif

旅人提示：

1、由于巴黎地铁系统时间较久，所以大部分地铁站都没有残疾人通道，有些不便；

2、除了1号、14号线路较新设置了自动开关门，14号线是无人驾驶线路，即使罢工也无较大影响

，其他大部分线路车次都比较老，上下车需要手动开门；

3、地铁鸣笛时，请勿上下车，小心夹伤；

4、转乘一般标记比较明显，车厢里都有转乘点路线、地图，站台上也都有地图。站台或者出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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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此地铁站附近的地图Plan du Quartier，方便寻找目的地；

5、地铁上游览巴黎可乘坐地铁M6号线；

6、大部分捷运线各个方向上都有支线，目的地也不同，而且不一定所有经停线都停车。所以，在

上车前，要先在站台显示屏上确认班车时间、班次和经停地点。

   

7、RER捷运线

捷运线（RER）是连接大巴黎地区城郊的公共铁路交通，通往周边郊区和卫星城，有5条线路，顺

序A-E，标志为“R”。地图上支线用字母和数字标明。小巴黎（Zone 1)所有Metro地铁车站以及

捷运线RER车站统一标为Paris，对于巴黎市郊，戴高乐机场，奥利机场，凡尔赛，迪斯尼乐园等

，一般需要乘坐RER捷运线。

运营时间

05:00-00:30，周五、周六以及节日前夜会延长运行到02:15，一般繁忙时段平均每2-3分钟开出一班

列车，夜间、周六车次频率稍低，周日、节日班次相对较少。

车票信息

RER和普通地铁票价上有所不同，巴黎市内Zone1的捷运线可使用Ticket t+，之外就决定于始发站

与终点站得距离远近，票价一般跟Zone没有绑定关系。RER进站需要检票，出站也需要检票，每

次转乘地铁的时候需要持入站车票再检票一次。

常见的RER车票票价

机场 5圈（RER B线）

Paris---CDG 9.10欧

Paris---ORY 10.75欧

凡尔赛 4圈（RER C线）

Paris---Versailles Rive Gauche 3.20欧

枫丹白露 6圈 （2011年7月起使用Zone 5资费）

Paris----Fontainebleau Avon 8.40欧

迪斯尼 5圈

Paris---Marne La Valle 7欧

                                           105 / 123



�������

巴黎：初体验
注意事项

1、由于大部分捷运线各个方向上都有支线，目的地也不同，而且不一定所有经停线都停车，所以

在上车前，首先注意站台上显示屏里此班车次的时间、班次和目的地。有一个大黑色的老式显示

牌，此班次的经停车站将亮黄灯显示；

2、有些RER车厢里也会用小黄灯标明经停车站，一般车头上都标明了车次目的地；

3、上下车是手动开门。

   

8、公共汽车 Bus

巴黎市区有许多公共汽车路线，为游人的出行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选择。车站频密，贯通各近郊地

区。所有线路用数字或者字母标记，一般100以内的纯数字线路都在小巴黎范围内行驶。由于有专

门的公交车道，所以，即使是高峰时段公交车的速度也不会太慢。

往返机场的两条线路：

Roissy Bus歌剧院—Aéroport Charles De Gaulle戴高乐机场

Orly Bus Denfert Rochereau—Aéroport d'Orly Sud奥利机场

旅游线路：

Bala Bus从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开往新凯旋门La Defense拉德芳斯新区

Montmartobus蒙马特山地小公车（可用普通交通票）

同时，29路、69路、96路等线路也比较适合观光。

营运时间：一般为06:30-20:30，部分线路运行到0:30，有些线路周日、节日不运行。

车票信息：Bus都使用Ticket

t+，zone2以内的Bus只要一张车票可在90分钟内换乘（不可往返或转同一线路）。

购买车票：车票与地铁票通用，可在地铁站路边的自动售票机、酒吧、报摊等地购买；也可上车

向司机购买，但在车上买要贵一些，而且上车所购买的车票，注有sans

correspandance即不可转乘。

旅人提示：

上下车都要示意司机，如果不是在起点站上车，有时需要向司机挥手示意你要上车；下车时需要

在你的目的地车站前按下车内的红色小长方块按钮示意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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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红色双层观光大巴 Cars Rouges

涵盖市中心最重要的9个景点大环线，有中文解说，全程2小时15分，适合时间比较紧凑的游人。

营运时间：09:30-21:30，夏季车次频繁到3-5分钟/班，淡季大约10-13分钟/班。

具体线路发车时刻表：www.carsrouges.com/content/infos/horaires.php

票价：分1天票27欧、2天票29欧两种。

L'Open Tour

西堤拉玛公司于巴黎市交通公司携手发行的一种黄色不限次数旅游巴士，可在一天或两天内无限

次乘坐。共有四条线路，车身为黄色，车上还有包括中文在内的语言广播。上车前要先确认好线

路。

营运时间：09:30-19:00，随到达地点和季节变化略有不同，10-30分钟一班，全年无休

查询官网：www.paris-opentour.com

票价：1日券25欧、2日券28欧、4到11岁儿童12欧、不满四岁儿童不需买票

连接名胜古迹的公共汽车 Balabus

Balabus在夏日的星期天及节假日的午后穿行于里昂站与拉德芳斯站之间，在卢浮宫美术馆、巴黎

圣母院、阿拉伯世界研究所等旅游景点附近停车，如果乘坐得当能高效游览名胜。它的停靠站点

与一般公共汽车车站在一起，会有“Balabus”或“Bb”的标志。

主要经停车站：圣米歇尔、奥尔塞博物馆、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等

营运时间：4-9月的星期天及节假日；拉德芳斯站的发车时间为12:30-20:30；里昂车站发车时间为1

3:30-20:30，每15-30分钟一班

收费：根据乘车区间不同，需要1次票1-3张。

夜间公共汽车 Noctilien

夜间公共汽车的运行给喜欢夜生活的朋友带来了很大便利，巴黎地区共有四十余条线路，一周七

天都在运行，而且越到周末或节日班次较多。

营运时间：00:30-05:30

车票信息：所有N、XX线路都可以使用Ticket t+，但车票不能免费转乘。

线路信息：所有线路以N开头，后接数字。

N01和N02分别是巴黎中心区的两条环线，约10分钟一班次(周六，周日，节日）；N11-16是贯穿

巴黎各个方向的6条线路，约10分钟一班次；N1XX是开往巴黎郊区的大巴车，一般一小时一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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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线路分别集中在5个中心，各有近10条线路，一般20-60分钟一班次。

N2X是Chatelet夏特莱为起点站的线路；N3X以Gare de Lyon里昂火车站为起点；N4X以Gare de

l'est火车东站为起点；N5X以Gare St-Lazare圣拉扎霍火车站为起点；N6X以Gare

Montparnasse蒙巴纳斯火车站为起点。

如果住宿地点不是主要地区，建议打的。

   

9、出租车 TAXI

巴黎公交系统很发达，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打车，但夜间和治安状况不太好的地区打车比较安全

。市中心每一二百米就有一个出租车等候点，可以在Taxi站站台上打车，非Taxi车站处遇上空车（

亮白灯）司机一般会拒载，有些出租车可以刷卡。一般只可乘载三位乘客，而且摆放行李的地方

有限，一般在清晨及晚上要付约20%附加费。如果衣容不整或行李肮脏、在Taxi站台50米内打车、

目的地超出的士行驶范围等情况下司机可以拒绝载客。巴黎预约的出租车需要支付来车的里程和

停留时间的费用，往往上车时就已经超出起步价好几欧元。

收费标准：

巴黎地区分A、B、C三种资费，一般白灯A资费，红色B资费，蓝色C资费；顶灯绿色表示是空车

，顶灯下有蓝红白三只小灯，分别表示三种不同的资费。

A级：市区平日10:00-17:00，每公里0.86欧元；

B级：市区平日17:00-10:00、周日07:00-24:00、公众假期全天，郊区平日07:00-19:00，每公里1.12欧

元；

C级：市区周日0:00-7:00，郊区平日19:00-7:00、周日及公众假期全天，每公里1.35欧元

等候时间

A级每小时27欧元，B级31欧元，C级29.1欧元，遇到堵车车速极低时也会计入等候时间。

额外收费

成年乘客超过3人，第四人收2.85欧元；超过5公斤的行李收费1欧元；在火车站、机场或有特殊指

示牌的地方乘车，需加付0.7欧元；乘客在3人以上的，第4位乘客需加付2.45欧元；有宠物随行，

需加付0.6欧元；有大型物件（如滑雪橇、自行车等），需加付0.9欧元。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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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非常小的街道可能司机也不太熟悉，最好带上写有住址的纸条或地图以便顺利的找到要去

的地点；

2、白色顶灯下的小灯亮起时，表明车上已有乘客；

3、市中心每一二百米就有一个出租车等候点，只有附近没有等候点时才可以招手叫车；

4、有宠物的情况下一般前座是留给宠物的；

5、车资多半不找零，而是作为小费。

   

10、有轨电车 Tramway

巴黎有T1、2、3、4四条有轨电车线，上车检票，可持同一Ticket

t+转乘BUS巴士线。近年T线数量在持续增加，有些原有线路也在延长。

   

11、公共租用自行车 Velib

Vélib是巴黎市政府的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2008年，已经有近20000辆自行车，371公里的自行车

道，约1500个租赁站点遍及小巴黎以及布洛涅以及文森森林附近，站点之间间隔约300米，24小时

可以租用。

您可以在任何一个租用站点取车还车。租用自行车需要注册一个租借卡，分长期短期租用，短期

分天票和周票两种。租用机器一般只接受带芯片的信用卡，同时含有150欧的押金，当然不会立即

兑现，如果您在租车24小时内尚未还车，将自动从您的银行账户里提取部分或者全部押金。每次

租车半个小时内免费，超出就会加收费用，所以建议每次使用不超过30分钟。

如果30分钟后，在你想还车的站点发现车位已满，此时输入你的注册号码（跟取车时一样），系

统辨认出车架已满，会给你延长15分钟的免费期，让你去找下一个还车点。

旅人提示：

1、velib的地图不像地铁图随处都有，最好自己先打印备份好，详细有巴黎中心区，东北区，西北

区，东南区，西南区，巴黎市区6种地图，还配有一个全市所有站点的名录供下载；

2、Velib规定14周岁以上身高150cm以上才能使用，建议在自行车专道上行驶，右向行驶，注意红

绿灯，转向打手势，禁止转借自己租用的自行车或者租借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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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www.velib.pari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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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巴黎行程设计

   

1、全景巴黎四日深度体验

线路设计：

D1：巴黎圣母院—卢浮宫→橘园美术馆→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夏悠宫→埃菲尔铁

塔→塞纳河夜游

D2：巴士底广场→雨果故居→孚日广场→巴黎市政厅→蓬皮杜中心→巴黎歌剧院→老佛爷→蒙马

特高地

D3：凡尔赛→荣军院→罗丹博物馆

D4：先贤祠→卢森堡公园→花神咖啡→圣日耳曼教堂→奥赛博物馆→蒙帕那斯大厦

线路特色：

在香榭丽舍纵情购物，在塞纳河上乘船夜游，在米其林餐厅品尝法式大餐，去卢浮宫看看蒙娜丽

莎的微笑，在左岸喝喝咖啡。如果时间充裕，这些都是在巴黎不可错过的体验。

行程安排：

D1：乘地铁M4在Cite站下，后步行前往圣母院

。就以巴黎发源地——圣堤岛上的圣母院开始这一天的经典之旅。这座哥特式教堂不仅是巴黎最

古老、最宏伟的天主教堂，更因雨果的同名小说而闻名世界。钟楼、地下墓室、玫瑰花形圆窗、

怪兽雕塑等都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沿着Rue d'Arcole直走，穿过Pont d'Arcole桥，直接乘坐M1，在Palais Royal—Musée du

Louvre站下，步行到卢浮宫

。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各个国家的宝贝都有展示，其中被誉为

世界三宝的《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雕最为引人注意。

从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离开，穿越小凯旋门来到杜勒伊花园

，喜欢甜点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Angelina的招牌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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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c，一定不要错过橘园美术馆，里边有莫奈的八张巨幅《睡莲》。

花园的尽头就是宏伟的协和广场

，它是法国最著名广场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从这里可以环顾大部份的巴黎美景。

协和广场西边是香榭丽舍大街

，到法国的人都不会错过它。这是条美丽的散步大道，东段以自然风光为主，西段则是高级商业

区，集中了一流的服装店、香水店。

香榭丽舍的尽头是戴高乐广场，广场中央的环岛上面耸立着宏伟壮丽的凯旋门

。如果你没有时间排队登铁塔，登凯旋门也不失为观光的好地方。

在Kléber站直接乘M6在Trocadéro站下到夏悠宫

。夏悠宫分为两大部分，东边是法国建筑艺术博物馆，歌剧院；西边是民族博物馆，海洋博物馆

（内有运拿破仑遗体船的模型）。这里还是观看埃菲尔铁塔全景的最佳地点。

从夏悠宫穿过塞纳河就来到了埃菲尔铁塔

。塔顶可以俯瞰整个巴黎，如果你要登塔，一定要提前购票。塔顶之上有五个餐厅，推荐Le Jules

Verne。当然塞纳河夜游及船上的烛光晚餐也别有味道。

乘船游览塞纳河

一定不能错过，四周风景如画，岸上的座座建筑色彩分明，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埃菲尔铁塔等

名胜都可以一一尽收眼底，各具特色的桥梁也一座座迎面扑来。埃菲尔铁塔下面就可以乘坐塞纳

河游船。

D2：乘地铁1、5、8线在Bastille站下前往巴士底广场

。这里是法国大革命的发源地，过去是曾是巴士底狱所在地。由于这个广场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时常会有政治示威的人群。

从巴士底广场步行约7分钟到雨果故居

。维克多�雨果曾在这里住了16年，如今这里再现了这位大文豪一生中几个重要阶段的生活场景

，展品包括雨果的绘画、诗歌、书籍和手稿等。

从雨果故居出来便是巴黎最古老的广场“孚日广场

”，临街骑楼的设计在巴黎更是稀有，长廊下尽是高级的画廊与艺术品专卖店。

从孚日广场步行约15分钟到巴黎市政厅

。在法国革命期间，这里是几个著名事件的舞台，如今是巴黎市政府所在地。在市政厅的外墙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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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尊雕像，全部为法国历代名人。

从巴黎市政厅步行约7分钟到蓬皮杜中心

，这栋建筑物最大的特色，就是外露的钢骨结构以及复杂的管线。在中心内珍藏着法国乃至世界

现代艺术的珍品。

从蓬皮杜中心到巴黎歌剧院需在Arts et Métiers站乘坐地铁3号线Opéra站下。这里是世界上最大

的抒情剧场，被认为是新巴洛克式建筑的典范之一。剧院前厅的廊柱间，陈列着很多著名作曲家

的半身铜像，如莫扎特和贝多芬。

老佛爷百货

就在歌剧院的旁边。这里是巴黎最大的百货公司，店铺多为时尚名牌如LV、施华洛世奇、欧米茄

、卡文�克莱等。通常可以在巴黎大部分酒店获得10%的老佛爷折扣券。

从老佛爷到蒙马特高地需在Trinité - d'Estienne d'Orves站乘坐地铁12号线Abbesses站下。白色的圣

心教堂，画家云集的小丘广场，夜夜笙歌的红磨坊，写满爱情的爱墙⋯⋯都是蒙马特高地是不可

错过的理由。

D3：乘RER

C线在Versailles-Rive-Gauche-chateau站下前往凡尔赛宫

。这里曾是欧洲最为奢华的国王行宫之一，现在是展品丰富的博物馆。宫殿内最著名是拥有17面

巨大落地窗及400多块镜子拼成巨大镜面的镜厅。

从凡尔赛宫到荣军院需乘RER C线在Invalides站下。拿破仑�波拿巴的陵墓在1861年搬到荣军院教

堂下，棺椁位于一楼，游客可在二楼环形走廊朝一楼瞻仰。

罗丹博物馆

就在荣军院东侧，罗丹大多数有名的雕像都陈列在花园中，约有一百多个，满园皆是，包括有《

思想者》、《雨果》、《接吻》、《岩石上的夏娃》等罗丹各时期的作品。此外，馆内还有素描

和水彩画作。

D3：乘地铁10线至Cardinal Lemoine站下或乘RER

B线至Luxembourg站下前往先贤祠

，这里最初是法王路易十五兴建的圣日内维耶大教堂，在历经数次变迁之后，现在成为法国最著

名的文化名人安葬地。

从先贤祠步行约8分钟就是卢森堡公园

                                           113 / 123



�������

巴黎：初体验
，这是一座生机盎然、美丽如画的公园。在公园的中央的平地上有法国诸位皇后的雕像以及自由

女神像的一个原型。

再步行10分钟就是圣日耳曼教堂

。这里曾是法国国王的堂区，法国最富有的教堂之一。教堂里安葬着墨洛温王朝国王及哲学家笛

卡尔。

从圣日耳曼教堂出来不妨到对面花神咖啡

坐坐。它是巴黎三大咖啡馆之一，以接待文化艺术界人士而闻名于世。

从花神咖啡步行约14分钟就是奥赛博物馆

。这里与卢浮宫隔河相望，是当今巴黎三大艺术宝库之一，以收藏19、20世纪印象派画作为主，

最负盛名的是19世纪下半叶的艺术收藏品。

然后在Solférino站乘地铁12号线在Montparnasse -

Bienvenüe站下前往蒙帕那斯大厦

。巴黎市区除埃菲尔铁塔外最高的建筑，也是市区唯一的摩天大楼，登顶可俯瞰整个巴黎，视野

开阔，饱览巴黎夜景。

   

2、巴黎精华经典一日游

线路设计：

巴黎圣母院→卢浮宫→杜勒伊花园（橘园美术馆）→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夏悠宫

→埃菲尔铁塔→塞纳河夜游

线路特色：

如果你在巴黎只有一天时间，巴黎四景是不二选择了，以圣母院为起点，以巴黎母亲河塞纳河为

终点，沿河岸看卢浮宫，游花园，逛香街，登铁塔，一日尽览巴黎的精华。

行程安排：

乘地铁M4在Cite站下，后步行前往圣母院

。就以巴黎发源地——圣堤岛上的圣母院开始这一天的经典之旅。这座哥特式教堂不仅是巴黎最

古老、最宏伟的天主教堂，更因雨果的同名小说而闻名世界。钟楼、地下墓室、玫瑰花形圆窗、

怪兽雕塑等都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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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Rue d'Arcole直走，穿过Pont d'Arcole桥，直接乘坐M1，在Palais Royal—Musée du

Louvre站下，步行到卢浮宫

。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各个国家的宝贝都有展示，其中被誉为

世界三宝的《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雕最为引人注意。

从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离开，穿越小凯旋门来到杜勒伊花园

，喜欢甜点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Angelina的招牌Mont

Blanc，一定不要错过橘园美术馆，里边有莫奈的八张巨幅《睡莲》。

花园的尽头就是宏伟的协和广场

，它是法国最著名广场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从这里可以环顾大部份的巴黎美景。

协和广场西边是香榭丽舍大街

，到法国的人都不会错过它。这是条美丽的散步大道，东段以自然风光为主，西段则是高级商业

区，集中了一流的服装店、香水店。

香榭丽舍的尽头是戴高乐广场，广场中央的环岛上面耸立着宏伟壮丽的凯旋门

。如果你没有时间排队登铁塔，登凯旋门也不失为观光的好地方。

在Kléber站直接乘M6在Trocadéro站下到夏悠宫

。夏悠宫分为两大部分，东边是法国建筑艺术博物馆，歌剧院；西边是民族博物馆，海洋博物馆

（内有运拿破仑遗体船的模型）。这里还是观看埃菲尔铁塔全景的最佳地点。

从夏悠宫穿过塞纳河就来到了埃菲尔铁塔

。塔顶可以俯瞰整个巴黎，如果你要登塔，一定要提前购票。塔顶之上有五个餐厅，推荐Le Jules

Verne。当然塞纳河夜游及船上的烛光晚餐也别有味道。

乘船游览塞纳河

一定不能错过，四周风景如画，岸上的座座建筑色彩分明，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埃菲尔铁塔等

名胜都可以一一尽收眼底，各具特色的桥梁也一座座迎面扑来。埃菲尔铁塔下面就可以乘坐塞纳

河游船。

   

3、漫步蒙马特与美不期而遇

线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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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墙→小丘广场→圣心大教堂→蒙马特博物馆→狡兔酒吧→磨坊餐厅→双磨坊咖啡馆→性爱艺

术博物馆→红磨坊

线路特色：

来到巴黎，浪漫闲适的蒙马特高地是不可错过的文艺地。白色的圣心教堂，画家云集的小丘广场

，夜夜笙歌的红磨坊，写满爱情的爱墙⋯⋯最好的方式是漫步其中，与美不期而遇。

行程安排：

乘M12到Abbesses站下，地铁Abbesses站的入门是由Hector

Guimard设计的，可稍加注意。出地铁后向北沿着Rue la Vieuville走到Pl. des

Abbesses，向左转，进入Square Jean Rictus，爱之墙就在这个公园里。

出公园后，向南沿Rue la Vieuville前行，然后上Rue Drevet，后左转进入Rue

Gabrielle，后右转进入Rue du Calvaire，前行一段后右转就到了小丘广场。

从小丘广场可以看到白色的圣心大教堂

尖顶，以尖顶为坐标，信步前往，在教堂前的阶梯眺望大半个巴黎。前往的途中会遇到圣比埃尔

教堂。

从圣心大教堂附近的Rue du Chevalier de la Barre路拐进Rue du Mont Cenis，然后左转进入Rue

Cortot，蒙马特博物馆就在这条街上。

出博物馆后向西走到Rue Cortot的尽头，然后右转，进入Rue des

Saules，前行100米左右就能看到狡兔酒吧

。外墙上一幅“吉尔的兔子”正是名字的来历。作为蒙马特高地上最古老的酒吧，狡兔酒吧见证

了无数历史时刻。

向南沿Rue des Saules前行走到Rue Saint-Vincent向右转进入Rue Norvins，然后向左转，进入Pl.

Jean-Baptiste Clément，继续前行，上Rue

Lepic，磨坊餐厅

在路的右侧。一副世界名画《煎饼磨坊的舞会》中的场景原型就在蒙马特高地的这家餐厅内。

继续沿着Rue Lepic前行，左转进入Rue Tholozé前行200米后右转进入Rue des

Abbesses，在这里找到Rue

Lepic，双磨坊咖啡馆就在这条街的右侧，《天使爱美丽》的女主角就在此工作。

沿着Rue Lepic走到尽头，后左转进入Bd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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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hy，性爱艺术博物馆

就在左侧。这是巴黎唯一一家日夜开放的博物馆，自称定位于教育，而非性挑逗。

性爱艺术博物馆的左侧就是红磨坊

，你可以远远看到顶部那标志性的红色风车。这里是观看法式康康舞的最好地方，门票虽贵，但

精彩的表演实至名归。

   

4、巴黎博物馆探秘之旅

线路设计：

D1：卢浮宫→橘园美术馆→小皇宫博物馆

D2：罗丹美术馆→奥赛博物馆→蓬皮杜中心→毕加索美术馆

线路特色：

巴黎拥有很多收藏珍贵名作的博物馆，游览它们最好的方法便是购买Museum

Pass。持卡游览卢浮宫、蓬皮杜中心等博物馆时都将不必排队购票。以下便是2日券的推荐走法。

行程设计：

D1：早上乘地铁1线、7线至Palais Royal—Musée du

Louvre站下前往卢浮宫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各个国家的宝贝都有展示，其中被誉为世界

三宝的《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雕最为引人注意。穿过美丽的杜勒

伊花园就是橘园美术馆

。美术馆内莫奈的八张巨幅《睡莲》是不可错精美画作。再步行约15分钟就到了小皇宫博物馆

，这里收藏了巴比松风景画派和印象派的名家作品及众多中世纪文物。如果时间允许从小皇宫出

来后还可以去大皇宫，但这里无法使用博物馆卡。

D2：早上乘坐地铁12号线在Mairie d’Issy站下；或R.E.R C线在Meudon Val

Fleury站下前往罗丹博物馆

。博物馆里《地狱之门》、《思想者》和《吻》是不可错过的镇馆之宝。此外，这里除了展览罗

丹的雕塑作品外，还有一个美不胜收的花园。之后步行约15分钟就是奥赛博物馆

，这里与卢浮宫隔河相望，是当今巴黎三大艺术宝库之一，以收藏19、20世纪印象派画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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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负盛名的是19世纪下半叶的艺术收藏品。在Pyramides站乘坐地铁14号线在Ch�telet站下就是

蓬皮杜中心

，这栋建筑物最大的特色，就是外露的钢骨结构以及复杂的管线。在中心内珍藏着法国乃至世界

现代艺术的珍品。接着走大约11分钟就是毕加索美术馆

，美术馆里收藏了毕加索艺术生涯不同时期的作品。此外，还展览了很多毕加索的私藏，如非洲

和大洋州的艺术品、古伊比利亚雕塑及绘画作品等。

   

5、魅力巴黎浪漫行

线路设计：

巴黎圣母院→艺术桥→杜勒伊花园→爱之墙→圣心大教堂→埃菲尔铁塔→塞纳河

线路特色：

在巴黎这个举世闻名的浪漫之都，和TA一起，在花园漫步，在爱之墙前拥吻，在艺术桥锁上爱情

锁，在艾米丽工作过的咖啡馆小憩，在铁塔上看日落，塞纳河上共进烛光晚餐⋯⋯

行程安排：

乘地铁M4在Cite站下，后步行前往圣母院

。就以巴黎发源地——圣堤岛上的圣母院开始这一天的浪漫之旅。这座哥特式教堂因雨果的同名

小说而闻名世界。不妨与TA爬上塔顶，与钟楼石兽一起俯视这座浪漫入骨的城市。

沿着塞纳河步行1公里左右来到艺术桥

。恋人们来到这里一起挂上象征爱情的锁，然后扬手把钥匙扔进塞纳河，以此表示爱情锁永远无

需再打开，地久天长。

走到桥的对岸，沿着塞纳河步行1.2公里左右来到杜勒伊花园

。公园内有大量的雕塑，也一定不要错过橘园美术馆

，里边有莫奈的八张巨幅《睡莲》。如果TA喜欢甜点，可以去尝试一下Angelina的招牌Mont

Blanc。

在Concorde站乘M12到Abbesses站下。爱之墙

在离地铁不远的一个街头小公园里，很不起眼，但每年都有无数的情侣来到这里拥抱、接吻，就

为了让巴黎见证他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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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550米左右来到圣心大教堂

，在教堂前的阶梯眺望大半个巴黎，耳边还传来街头艺人弹奏的优美旋律⋯⋯

步行550米左右来到Anvers站乘M2，然后换乘M6在Bir-Hakeim站下，后步行800米可达埃菲尔铁塔

。塔顶可以俯瞰整个巴黎，如果登塔，一定要提前购票。塔顶之上有五个餐厅，如果在塔顶用餐

，推荐Le Jules Verne，当然塞纳河船上的烛光晚餐也别有味道，可选其一。

乘船游览塞纳河

一定不能错过，四周风景如画，岸上的座座建筑色彩分明，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埃菲尔铁塔等

名胜都可以一一尽收眼底，各具特色的桥梁也一座座迎面扑来。埃菲尔铁塔下面就可以乘坐塞纳

河游船。

   

6、巴黎购物美味奢华之旅

线路设计：

春天百货→老佛爷→旺多姆广场→Les Ambassadeurs→香榭丽舍→Ladurée→蒙田观光大道→Alain

Ducasse au Plaza Athénée→圣日耳曼区→花神咖啡

线路特色：

巴黎是举世公认的时尚之都，不管你对一线品牌是否有购买冲动，那些精致的名店本身就是一种

风景。逛名店，享米其林美味，品左岸咖啡，在巴黎来次购物美味奢华之旅。

行程安排：

乘地铁3，9号线在Havre-Caumartin站下前往春天百货

。春天百货的建筑本身就是历史文化遗产，让人能一边购物，一边领略法国文化历史。外墙装饰

更是美艳不可方物，让整条奥斯曼大道都为之动容，而1881年修建的装饰着彩色马赛克和玻璃天

窗的角楼现在已经是举世闻名的游览地点。

从春天百货到老佛爷可乘地铁9号线一站地在Chaussée d'Antin - La

Fayette站下，也可以步行前往。站在老佛爷

里，举头望着新拜占庭风格的穹顶，这座昔日公主的宫殿，现在挤满黑头发、黄面孔。现在很多

老饕们都知道，lafayette

里千万别去，那里是宰外地来的。里面甚至都有中文广播，感觉跟到了太平洋百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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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佛爷步行10分钟左右前往旺多姆广场

。这里是购买珠宝的好地方，除了珠宝还有世界公认最迷人的RITZ酒店，就是那家把DIANA送入

天堂和拥有COCO女士套房的地方。

从旺多姆广场到协和广场乘地铁不方便，建议步行前往，10分钟左右可达。Les

Ambassadeurs

是家位于协和广场附近的米其林餐厅，位于豪华的Crillon酒店内，奢华古典，透过高大的窗户可

欣赏协和广场美景，尽显尊贵高雅。推荐鹅肝。

饱餐一顿后，来到协和广场对着的香街

。这是一条著名的观光大道，沿途风景如画，顶级名牌店琳琅满目，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有F

errari、 Chanel、Armarni、Versace、Dior、LV、Lancel等。特别推荐LV总店。

逛香街的途中会路过Ladurée

，这个甜品老店在巴黎有多家分店，出品的马卡龙非常有名，最早的马卡龙便是始于这家店，以

至于提到马卡龙，人们的脑海里便不自觉的浮现这家店的标志。

从香街步行10分钟左右可达蒙田观光大道

，这里是巴黎购物的黄金三角区之一，一条蜚声国际的大道，品牌都是一流的，价格昂贵，出没

的大都是衣衫亮丽的名流和世界明星。

Alain Ducasse au Plaza

Athénée

是家位于蒙田观光大道的三星米其林餐厅，它位于豪华的雅典娜酒店内，拥有高雅古典的外观和

浪漫的情调，建议男士正装出席。推荐菜Homard et pommes de mer。

蒙田大道的尽头在Alma -

Marceau站乘9号线，Saint-Augustin站下，出地铁后步行到Saint-Lazare站乘12号线Sèvres -

Babylone站下。位于左岸的圣日尔曼区

附近不仅有AMARNI、KENZO、MAXMARA等名牌专卖店，还有许多过季打折店、品牌二手店或

寄卖店等。与右岸的优雅相比，左岸更自由。

左岸的街角、河边、公园，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文艺咖啡馆。毕加索，萨特，海明威，卢梭，甚

至是徐志摩，都曾在这里流连忘返。其中花神

是巴黎三大咖啡馆之一，以接待文化艺术界人士而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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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走访巴黎名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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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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