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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姆斯特丹最棒体验

   

1、在博物馆中领略历史与艺术

对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印象？风车木鞋郁金香？花街大麻安乐死？这些颇具荷兰特色的事物，其实

远远无法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荷兰。除了巴黎之外，阿姆斯特丹也是一座艺术名城，而来艺术名城

不得不看的博物馆，则是国立博物馆，以及梵高博物馆。

国立博物馆(图片由网友 @请重新注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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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坐落在市中心地带的博物馆广场，是荷兰博物馆中的桂冠，以收藏荷

兰“黄金时代”的作品著称，而作梵高金时代的代表画家，伦勃朗即是博物馆的座上之宾。面对

镇馆之宝《夜巡》《犹太新娘》，凡高曾说过：“如果能在伦勃朗的画前坐上两个星期，哪怕我

只啃硬面包，或是少活10年，我也心甘情愿。”

相比伦勃朗，梵高明显更不受荷兰人待见，但是广场另一端的梵高博物馆，则更享誉世界，久负

盛名。即便门票价格不菲，但梵高博物馆是每个游览阿姆斯特丹的人必然会拜访的地方。梵高各

个时期的作品，从初创的青涩，到艺术飞跃的进步，从低谷的挣扎，到伟大的《向日葵》、《罂

粟花》、《自画像》等等，来这里领略梵高那孤独的疯狂，绮丽的想象，热情的色泽，欢快的笔

触，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2、体验原汁原味的风车村

“荷兰就是个大农村。”在荷兰留学多年的中国学生如是说。也难怪，风车木鞋奶酪坊，这人与

自然其乐融融的“大农村”景象，业已构成大多数人对荷兰的第一印象，成为国人心中的荷兰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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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木鞋工厂，奶酪作坊，风车，农庄，运河，风车村里有最原生态的荷兰。绿色的小房子沿河而建

，木鞋工厂散落其间，随意进入一家，可以得知制作木鞋的整个工序和发展历程。荷兰的奶酪享

誉全欧洲，可以在奶酪作坊里随意品尝自己最喜爱的奶酪口味，如果受不了欧洲人爱吃的老起司

，可以尝试与中国人口味相近的培根味和辣味等等。进入风车需要门票，但价格便宜，并且可以

直达顶端，放眼望去，阡陌纵横，鸡犬相鸣，绿草茵茵，真是人间天堂。此外，想买荷兰特色的

纪念品带回家，风车村是你最佳的选择。

   

3、体验一次性文化的猎奇

提到荷兰，不得不提的就是其发达的色情产业，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也从侧面证明了荷兰这个

国度的开放与包容。阿姆斯特丹作为欧洲北部著名的港口之一，在百舸争流的大航海时代，水手

寻欢作乐的大街小巷，演变为如今的红灯区，在大多数国家明令禁止的赌博、吸毒、嫖娼，在荷

兰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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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从外表看，花街与其他街道无异，但入夜后，红灯区则开始熙熙攘攘。门口拉客的男士往往会多

国语言，还有妓女进行“橱窗展示”，吸引眼球。不过要注意，千万不可对她们拍照。

并不只是红灯区能够猎艳，阿姆斯特丹发达的性文化几乎随处可见。街头的露天男厕是阿姆斯特

丹独有一景，此外，从中央火车站出来，稍走片刻，就能够看到大名鼎鼎的性博物馆（Sex Museu

m），馆藏丰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性文化集大成处。准备好一次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猎奇吧。

   

4、游荡在运河的波涛中

阿姆斯特丹号称“北方威尼斯”，河网交错，丝毫不逊色于真正的水城，游荡其间，有大小一百

六十多条人工开凿或修整拓宽的运河道，而房屋也因此需要打桩入水，才能够保证稳固。

由于水渠纵横，地势低洼，阿姆斯特丹在古时常患内涝，地质沉陷，以致瘟疫横行。游人常常疑

惑阿姆斯特丹随处可见的“XXX”的标志，实际上就是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箴言：“防水防火防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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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黑死病）”。如今的阿姆斯特丹早已摆脱了久治不绝的水患和瘟疫，而规划整齐的运河就是

其中的功臣，防止水流泛滥，导致灾祸。 

(图片由网友 @请重新注册 提供)

沿着运河走，就能够领略阿姆斯特丹别样的城市风情。河道两旁是典型的荷兰传统民居，房子正

面细长，有的甚至仅容一人通过，这是因为旧时征收房产税，是按照房屋门脸的面积征收，所以

居民们只好尽力缩窄房屋正面面积。由于门窄，导致沙发等家具物品需从二楼的窗户运入，为此

房上设有突出的吊钩，可以吊住绳子，将家具吊运进来。

除了河边的建筑，河上设施齐全的船屋也是阿姆斯特丹一景。大大小小的运河将城市分割的支离

破碎，这也不难理解为何这座城市的人们更爱骑自行车出行，而胜过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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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郁金香花海中忘却时间

来荷兰，怎能不领略郁金香的甜腻与绚烂呢。每年春季的3月底到5月底，冬季的阴霾与寒冷渐渐

散去，低地呼啸的大风也逐渐温柔，成千上万的郁金香就会在公园里绽放，万紫千红，美不胜收

。 

(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距离阿姆斯特丹不远的库肯霍夫(keukenhof)郁金香公园，是春天来到荷兰的必经之地。这是全世

界最大规模的郁金香公园，早在1840年，库肯霍夫公园就已在欧洲大陆声名鹊起。公园位于荷兰

利瑟(Lisse)，交通便捷。

春天，广袤的荷兰乡村，就是一幅极美的图画，各色郁金香田，如同美丽的彩色蜡笔，在大地上

镌刻美的印记。

库肯霍夫(keukenhof)郁金香公园：

门票：

成人13.5欧元，65岁以上老人13欧元，4-11岁儿童6.5欧元，4岁以下儿童免费。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到花园的巴士门票联票：成人23欧元，老人17欧元，儿童11欧元。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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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基浦机场出发：乘坐ConneXXion库肯霍夫快速巴士58路和54路直达花园。

2.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先坐火车到哈伦（Haalem），然后在火车站前乘坐50路或51路巴士到丽兹

（Lisse），在那里换乘区间巴士57路到达花园。车程45分钟左右。

3.从海牙出发：先坐火车到莱顿（Leiden），然后在火车站前乘坐54路巴士直达花园。车程1小时

左右。

开放时间

每年3月19日至5月21日，每天8：00-19：30(售票处18：00停止售票)。

   

6、去Arena看一场阿贾克斯的比赛

从中央火车站开出的54路地铁，将会经过著名的Ajax足球场Arena，去足球圣地朝圣，一定是球迷

们梦寐以求的最佳体验吧！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阿贾克斯是荷兰最富盛名的球队，也是属于阿姆斯特丹的球队，以华丽而富有进攻力的打法著称

，球队也为欧洲几大联赛培养了无数人才，赢得了无数的光环和荣誉。来到阿姆斯特丹，怎能不

进一次阿雷纳球场，看一场阿贾克斯的精彩表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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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去安妮小屋缅怀历史

(图片由网友 @请重新注册 提供)

二战对于荷兰而言，也是一段灰暗惨痛的记忆。犹太人安妮，在二战中全家被杀害，而记载其全

家避难生涯的《安妮日记》，在其死后被公布出来。这座安妮小屋（Anne Frank Huis），就是安

妮一家的避难之地，荷兰人愿意来到这里，怀念在这场残酷战争中逝去的生命，让反法西斯和反

种族主义的警钟长鸣不息。

                                               12 / 6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91&do=album&picid=48243&goto=down#pic_block


�������

阿姆斯特丹攻略
   

8、去FEBO吃炸肉饼

荷兰与英国的饮食，在欧洲人眼里可谓毫无内涵可言，简朴而直接，对于自诩自家美食琳琅满目

的国人，想必更是如此。但是作为荷兰的特色美食，炸肉饼不得不尝，也算体验一下荷兰人粗犷

的料理水准。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炸肉饼是土豆与肉泥的混合，馅料还有蔬菜，奶酪和杂碎，FEBO作为经营炸肉饼的连锁店，其黄

色招牌在阿姆斯特丹遍地开花，非常好找。在寒冷的季节吃上热乎乎的炸肉饼，再配上一杯咖啡

，虽然难免粗糙，但也算一种享受了。

万一吃不惯，也别担心，阿姆斯特丹是国际大都市，各国美食齐备，唐人街的超市里更是食材齐

全，任君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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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畅饮喜力啤酒

喜力啤酒产自阿姆斯特丹，也是世界各地的啤酒爱好者们的心头所好。新鲜，清冽，甘苦的口感

，来到阿姆斯特丹放松一游，怎能不来喜力啤酒博物馆和巷中小酒馆，将喜力啤酒喝个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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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荷兰与阿姆斯特丹概况

荷兰濒临北海，位居莱茵河、玛斯河、西尔得河这西欧三大河的出海口，在大航海时代，因其便

利的地理位置和开拓的企业家精神，被誉为“海上马车夫”。

荷兰总人口约1650万，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金融和文化中心，鹿特丹是全世界最

大港口，海牙是国际法庭、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可以说，荷兰是个“多首都”的国度。

荷兰总面积虽然不大，地理位置则居欧洲要冲，如今因其完整的交通基础建设、高效率的海关作

业，享有“欧洲门户”的美誉。

   

1、历史

想必大家都看过纪录片《大国崛起》，荷兰虽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却荣登大国宝座，在世

界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荷兰原为罗马帝国时期比利时高卢行省以及下日耳曼行省，后辗

转在几个势利庞大的家族的控制之下，后被西班牙王国统治，不久反抗西班牙国王的中央集权和

对新教加尔文派的迫害，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

荷兰在击败西班牙人建立起独立国家后，决定建立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简称荷兰共和国。在

共和国时代，荷兰迎来了其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发展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

印度公司，自此垄断亚洲贸易长达两百年。开拓疆土，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当时，全世

界共有2万多艘船，而荷兰就占了1.5万艘，横行于七海之上。他们占据了中国的台湾，殖民了印

度尼西亚，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非洲要塞好望角；在北美大陆，东印度公司建造了新阿姆斯特丹

城，也就是今天的纽约。17世纪中叶，荷兰就已经达到其商业繁荣的顶峰。

然而之后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英荷战争，使荷兰的海上力量遭受到沉重打击，其海上强国的地

位逐渐被英国取代。而二战之后，荷兰经济再度蓬勃发展，逐步迈入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2、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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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部，北海之滨,东邻德国，南部与比利时接壤，总面积为41526平方公里。

位于东经3°21′31″至7°13′14″、北纬50°45′5″至53°52′5″之间。纬度与我国的黑龙江

省相近，但是因为靠近北海，所以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无酷寒夏无燥热。最独特的是，荷兰

国土的24%都低于海平面，有大量面积的土地是围海造陆而成。

除本土外，荷兰王国还管辖着两个海外领地：阿鲁巴和安第列斯群岛，均位于加勒比海地区。 

荷兰通江达海，地理位置对荷兰的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西欧的三大河流莱茵河、马斯河以及斯海

尔德河均在荷兰境内入海，加之得天独厚的靠海地理位置，带动着荷兰对外经济贸易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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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佳旅游季节

荷兰气候温和，地低土潮，月平均气温为1月2~3℃；7月18~19℃。年降水量650~700毫米。秋冬天

的荷兰一般较为阴冷，时有大风，需要穿厚大衣，并常备雨具，春季，四月开始，阳光普照，百

花齐放，尤其以郁金香为贵；因为纬度高，荷兰夏季白昼较长，也十分凉爽，需要常备外套，防

止感冒。一般4月到10月是荷兰最佳旅游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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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签证

荷兰为申根国家，需要申请申根签证。荷兰签证分为荷兰旅游签证，荷兰商务签证，荷兰留学签

证等等。不论户口和护照签发地是何处，均可向北京大使馆，上海、广州，香港的总领馆递交申

请。

前往荷兰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签证时的基本材料：

1、新的签证申请表，和新的临时居留签证（MVV）申请表（用于申请长期签证）都可以在使馆

网站上下载：www.hollandinchina.org

2、申请人必须提交两张近照，照片要求如下：照片尺寸：3,5 cm x 4,5 cm.，原版照片，由专业摄

影师拍摄及制作。眼睛睁开，眼镜框不能挡着眼睛。嘴合拢，面部表情自然。正面照，白色背景

。头部不能有遮挡，（除非宗教原因）。面部和镜片不能有反光。详情参阅

www.hollandinchina.org 网站上的规定

3、 护照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按照规定，申请签证时护照不能超过10年的使用期，而且您的护照

必须在您旅行完成回国后至少三个月有效，并有至少两页空白签证页。

4、签证费

0-5岁小孩： 免费

6-12岁小孩： 35 欧元

成年人及13岁以上小孩: 60 欧元

除了基本材料，申请人还需要根据所申请签证的种类，准备一定数额的财产证明（申请人的工资

、无冻结的存款证明，或房产证等。需要原件和翻译件），往返机票，旅行保险（保险金额为三

万欧元或三十万元人民币以上，覆盖旅行全程），由单位或学校出具的出国证明（申请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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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工资, 在国外旅游时间，工作单位名称、地址、负责人电话，加盖公章。出具证明负责人姓

名、职务及签字，并附英文翻译件），荷兰方邀请函或担保信，户口本，身份证等等。原件，复

印件和翻译件都要齐备。

详情参见：

http://www1.minbuza.nl/en/Services/Consular_Services/Visa/Visas_for_the_Netherlands_Schengen_Visas/

Applying_for_a_Schengen_visa

旅人提示：

从2010年4月5日起，需要申请机场过境签证的申请人如果持有有效的美国，加拿大，日本或欧洲

经济区成员国的签证，不用再申请机场过境签证。过境B（用于过境2至5天）签证被取消将被取消

，但过境A签证（机场过境）申请仍将保留。申请人需要在申根国过境，停留几天再前往第三国

，必须申请C签证。

D+C 签证(MVV) 被 D 签证代替：申请人必须在该D签证签发后六个月内进入荷兰，该D

签证与D+C签证一样，可以适用于在申根国家旅行。

   

2、货币与汇率

荷兰通用欧元，目前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在约9:1上下浮动，但最好申请一张欧元信用卡，这样外

出身边就会少备现金，防止治安案件的发生，同时利用信用卡，汇率的兑换也相对简便。

   

3、其他

1、 荷兰电流的电压是230伏特、50赫兹。与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相同，荷兰用的是德标插头

，所以从国内带过去的电器，需要购买德标插头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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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荷兰的国际区号为31，夏令时比我国慢6个小时，冬令时为7个小时。

3、 荷兰气候宜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因此其日温差和年温差都不大。沿海的平均温度在夏

天约为16℃，冬天约为3℃。内陆夏季和冬季的平均温度分别约为17℃和2℃。但由于地处偏北，

靠海并地势低洼，所以风大且容易变天，整年都需带雨具。

4、 荷兰治安良好，但在火车站等地，仍需要小心万一出现治安事件，应立即去警察局报案或拨

打报警电话。报警电话:112或0900-8844。荷兰各大城市设有旅游者服务组织，若遇意外，也可求

助于该组织（电子邮箱：tasholland@hotmail.com，电话：0031-70-42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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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姆斯特丹的美丽瞬间

   

1、达姆广场（Dam Square）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城市名称中就含有Dam（水坝）之意，而城市中心的广场被称作达

姆广场，也可见水坝对于这座号称“北方威尼斯”的城市的意义。

达姆广场距离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Central Station）仅十分钟路程，火车站的建筑形式为荷兰

新歌特式，令人惊叹，1889年10月15日正式启用，是阿姆斯特丹相当重要的交通中心，许多公共

汽车、地铁、电车等都是以这里为起始站。 

(图片由网友 @请重新注册 提供)

达姆广场中部的白色国家纪念碑始建于1956年，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者。广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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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宏伟的荷兰王宫。旁边是大教堂（De Nieuwe Kerk），荷兰语意为新教堂，建造于14世纪末，

神秘壮阔的哥特风格，比“旧教堂”更为宏伟巨大，现为阿姆斯特丹第二古老的教堂。荷兰皇家

一直在那里举办人生大事，也是荷兰历代君王加冕登基的地方。教堂也经常举办前卫的艺术展览

，力争向现代艺术靠拢。达姆广场周围地区是阿姆斯特丹商业区，熙熙攘攘，世界各地新潮年轻

人汹涌不绝。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免费

   

2、博物馆广场（Museum plein）

这是阿姆斯特丹最大的广场，坐落着来荷兰不得不看的的3大博物馆：国立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和

现代艺术市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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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广场(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从中央火车站乘坐2号电车，在Hobbemastraat站下，很快就可以看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的入

口。而一旁巨大空旷的广场就是博物馆广场Museumplein了，著名的红色字母雕塑“I AMSTERDA

M”也屹立在广场中央，已经成为阿姆斯特丹新的地标，吸引游人纷纷驻足拍照。如果想直接前

往梵高博物馆Van Gogh Museum，则要步行穿过广场，或者再坐一站到Van Baerlestraat站下。

国立博物馆 Rijksmuseum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的国立博物馆是荷兰最大的博物馆，被看作是阿姆斯特丹的地标，也是荷兰人最爱的

博物馆。展厅一楼有传统工艺品展出，二楼收藏绘画作品，中央画廊的“荣誉廊”展示着荷兰黄

金时期的画家作品，如伦勃朗，维梅尔、詹斯汀及法兰斯哈尔斯等，有中文解说，作为艺术爱好

                                               23 / 63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13&do=album&picid=47827&goto=down#pic_block


�������

阿姆斯特丹攻略
者的你，千万别忘了来此一游。

地址:Stadhouderskade 42.

交通：电轨车2,5,6,7,10,20路都可到达, 在Museumplein下

开放时间：每日10:00—17:00

网址：www.rijksmuseum.nl

梵高博物馆Van Gogh Museum

也许是梵高并不受荷兰人待见，国立博物馆里没有他的位置，只好另辟梵高博物馆以收藏其一生

各个阶段的约200幅油画和550幅素描，以及部分信件和朋友西奥选择出的作品。美术馆内还展出

其它同时期著名印象派画家作品，如莫内、高更等。

地址：Paulus Potterstraat 7

交通：有轨电车 2，5，6，7，10，20路都可到达, 在Museumplein下

开放时间：每天10:00－18:00

www.vangoghmuseum.nl

   

3、赞斯（Zaanse Schans）风车民俗村

想看风车？想知道木鞋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那么造访阿姆斯特丹，你就不能不去距其最近，也最

有代表性的Zaanse Schans荷兰民俗村。

位于荷兰赞丹(Zaandam)北郊的赞斯（Zaans）河边的民俗村，至今仍保留着16、17世纪的旧式风

车和传统手工艺，造船工艺曾最为发达，还吸引过彼得大帝的观摩。距阿姆斯特丹仅20公里，交

通便利，从中央火车站坐车至Zaandam，在Zaandam火车站搭88路到Juliana

Brug桥端，过桥就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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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来到民俗村入口，有个手摇地图机，需要费一番人力，就能免费获得一份民俗村地图。不需要门

票就可以进入村中的木鞋工厂，奶酪作坊，风车，农庄，运河，饱览美景。

赞斯博物馆开放时间（ZAANS MUSEUM）：周二-周六10:00-17:00；周日12:00-17:00

风车开放时间：

Wood sawing windmill De Gekroonde Poelenburg:每月第二个星期六10:00-16:00

Paint Mill De Kat:4月-10月每天9:00-17:00；11月-3月周末9:00-16:30

Oil Mill De Bonte Hen:周三和周六10:00–16:00

门票：赞斯博物馆（ZAANS MUSEUM）：成人：4.5欧元；团体3.4欧元；儿童2.7欧元

网址：www.zaanseschans.nl

   

4、花街猎奇

荷兰的色情产业到了21世纪初，已经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对经济的拉动力不可小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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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得好，“坏女孩去阿姆斯特丹，好女孩去天堂”。（Bad girls go to Amsterdam, good girls go

to heaven.）

而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最为出名，位于旧城区（Old Centre）的Wallen，横跨Oudezijdz

Voorburgwal和O.Z. Achterburgwal运河两岸，距离唐人街也不远，组成了仿若汉字“丰”一般的分

布图，可谓占据城市的中心地带。甚至可以说，周边街道的发达也拜其所赐。

       交通：从中央火车站步行约十分钟即可到达  

(图片由网友 @请重新注册 提供)

   

5、性博物馆（Sex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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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在随性、自由、宽容、开放的阿姆斯特丹，你可以畅饮美酒，也可以隐秘猎奇。在距离中央火车

站不远的丹拉克大街，著名的性博物馆就坐落在在一个窄小而不起眼的门面里。在这里的难忘经

历，绝对会令你大跌眼镜。

地址：Damrak 18

交通：有轨电车4, 9, 14, 16, 20, 24，25路可以到达

开放时间：每日10:00—23:30

网址：www.sexmuseumamsterdam.nl

   

6、喜力啤酒博物馆Heineken Brouwerij

喜力啤酒博物馆1988年以前是生产喜力啤酒的工厂。导览参观全程约需一个半小时，看看历史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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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木酒桶，了解啤酒酿造的过程，更令人惊喜的是，参观后可无限量畅饮正宗新鲜的喜力啤酒

，使得这一旅游项目颇受游客追捧。 

(图片由网友 @请重新注册 提供)

地址：Stadhouderskade 78

交通：有轨电车16，24路到Heineken Museum下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10.00 - 18.00 点，售票截至止至17.00点

导览出发时间：

1月－5月：周一至周五9:30、11:00；

6月：周一至周五9:30、14:30

7月－8月：周一至周五：9:30、11:30，周六：11:00、14:30。

9月－12月：周一至周五:9:30。

网址：www.heinekenexperience.com

   

7、安妮小屋（Anne Frank H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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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小屋坐落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二次大战时纳粹占领荷兰，当时安妮这个犹太女孩和她的家

人就藏身在这个小地方。闻名于世的《安妮日记》正是她的作品，日记原稿作为安妮之家镇馆之

宝，向公众展示。

地址:Prinsengracht 267 (绅士运河 267号，近西教堂)

交通：电轨车 17，13可到达，在西教堂下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9:00-17:00； 周日及例假日10:00-17:00(4-8月延长至21:00)

网址：www.annefrank.org

   

8、中国城（Nieuw Markt）

阿姆斯特丹是欧洲华人聚居较多的地方，所谓“新市场（Nieuw Markt）”其实正是中国城的所在

。吃不习惯荷兰的饮食，或是想念家乡的饭菜，都可以在中国城的饭店或者超市中找到你的所需

。可以说，在异国他乡，中国城是你寄托思乡之情的最佳去处啦。但是因为附近就是红灯区，要

小心扒手哦。 

(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交通：坐地铁51,53,54路到Nieuwmarkt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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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Aalsmeer）

距阿姆斯特丹仅17公里的阿斯米尔是鲜花的海洋，也是鲜花找寻其最终归宿的地方。每天，一大

清早，鲜花正鲜艳欲滴的绽放，就有1500多位国际花商在这里交易，就如同外汇期货市场一般，

将他们的商品：花卉，销售到世界各地。 

(图片由网友 @请重新注册 提供)

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总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建筑。交易的鲜花品种高达

1.3万种，每年的鲜花交易量占到荷兰鲜花总交易量的近50%，更惊人的是，世界上有８０％的花

卉产品是来自于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的交易。除了郁金香，阿斯米尔更是以其玫瑰出名，全球

的玫瑰价格就是在这里确定的。

地址:Legmeerdijk 313, 1431 GB Aalsm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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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星期一 ~ 五早上07:30 - 11:00

门票：4.5欧元

交通：从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前坐172路公共汽车，到Flower Auction即可。

   

10、Gassan：钻石之城的诱惑

爱美的女人们，想饱览璀璨夺目的钻石，又不愿到南非那么遥远的地方去？那就来阿姆斯特丹吧

。作为世界三大钻石之都之一，阿姆斯特丹因其绝妙的钻石切割工艺而著称于世。

历史长达400年的Gassan钻石，是大型钻石加工和贸易商的优秀代表，十九世纪就成为欧洲最大的

钻石切割中心，夺取了印度的钻石切割之都的宝座，也令阿姆斯特丹在钻石交易上，与比利时的

安特卫普一起，成为无可匹敌的钻石交易双冠。来看Gassan钻石工厂，是每年超过一百万钻石迷

们来到阿姆斯特丹的最大心愿。更吸引人的是，这里卖的钻石饰品要比别处便宜至少30％，最便

宜的仅售15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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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经营的GASSAN钻石工厂位于阿姆斯特丹旧市区的中心，对外开放参观，可以预约团体或者

个人来访，还有中文讲解，除了这里，阿姆斯特丹市区还有著名的Van Moppes Diamonds，Coster

Diamonds可供选择。

地址：Nieuwe Uilenburgerstraat 173-175

电话：+31(0)20 622 5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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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阿姆斯特丹美食

想大啖美食，可能阿姆斯特丹不是个好地方。地处偏北的海边，荷兰人的食材不够丰富，加之重

商贸的传统，自然在生活情趣方面较之自己的邻居德法，差了不少。但是来到荷兰，还是可以一

尝这里的特色，毕竟这里的奶制品，肉制品，海产品都是丰富而品质高的，又是奶酪的世界最大

出口国之一。如果思乡之情心切，中国菜日本菜和东南亚口味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而想尝试一

下法国菜德国菜西亚饮食或是美式快餐，更是便利非常。毕竟作为游人如织的国际大都市，阿姆

斯特丹在饮食上应有尽有。

传统的荷兰菜以晚饭为正餐，奶酪，火腿，面包，鱼肉，土豆，洋葱，青豆，这些都是荷兰饮食

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在荷兰，至少有30家的餐厅列入被收入米其林(Michelin)的星级餐馆，有2家

甚至还是6颗星的等级，这可是亚洲的餐馆们苦苦追求的目标。在阿姆斯特丹，可以尝到地道的荷

兰菜：豆汤(Erwten Soep)、鲱鱼(Herring)、煎饼(Pannekoek)、菜豆加油炸的培根(Kaantjes)等等，

所以来荷兰造访这些著名的餐厅，也是旅行中的一大乐事。

   

1、小吃

Bitterb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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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肉丸（bitterballen）是荷兰人的最爱，也是最受游客欢迎的街头小吃。这些油炸肉丸里面是浓

郁的蔬菜炖肉，或者香浓无比的芝士，外面则是金黄色的香脆外壳。用牙签插着沾上黄芥末，乘

热品尝，简直是寒冷天气中最大的享受。

Kroke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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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豆和肉泥混合在一起，放在油锅里炸，就是著名的Kroket。可以说，Kroket是较大的Bitterbal

。作为小吃，或者面包的馅料，涂上芥末酱，都是吃Kroket的好办法。荷兰几乎所有点心店均可

提供Kroket，而阿姆斯特丹街头最著名的连锁店就是FEBO，黄色招牌异常醒目，在闹市区随处可

见。Rundvleeskroket是牛肉馅的肉饼，而Kaassouffle则是奶酪馅的肉饼，香脆异常，值得一试。

Patato

也就是薯条，喜欢吃土豆的荷兰人将土豆切成粗厚的大条，放入锅中油炸，之后加蛋黄酱，虽说

异常甜腻而且卡路里超标，但是在寒冷的季节，一包炸薯条，也是将大家的身体情绪温热起来的

利器呢。

特色：

Herring鲱青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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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到荷兰非试不可的一种鱼类。新鲜的鲱青鱼，每条有手掌般大，半只手臂那么长，非常新鲜

，经盐和醋的炮制，剥皮去骨，配一些洋葱，剩下尾部给客人抓著，大家就仰著头，一下子把整

条鲱青鱼吃进肚里，这种豪爽的气魄，可能只有在荷兰才能感受！爱吃这种鱼的人可连吞二十多

条，而国人来到荷兰，可能还需一段时间的适应才可。

   

2、异国风味

Sukas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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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印尼是荷兰曾经的殖民地，所以荷兰遍布着印尼菜馆也不令人惊奇了。

店内摆放着印尼手工装饰品，远离喧嚣而正宗的印尼菜肴，在这里也被诠释的非常有档次。

电话：6240092

地址：Damstraat 26-28

价位：主菜4.75~18.5欧元

时间：午餐和晚餐时间

De Bolhoed

这是阿姆斯特丹是负盛名的素食馆，可以满足素食人群的需求。坐落在运河之畔，视野很好，大

部分菜为墨西哥或意大利风味。烤薄饼、沙拉、墨西哥玉米煎饼、自制面包、有机啤酒和蛋糕，

都是这里的特色。

电话：6261803

地址：Prinsengracht 60-62

价位：主菜6~14欧元

时间：午餐和晚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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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a Juan

西班牙海鲜饭是这里的特色，很受欢迎，所以需要提前预订。

电话：6237838

地址：Lindengradit 59

价位：主菜12~17欧元

时间：晚餐时间

   

3、中餐馆

想吃中华料理，还是要来中国城才能吃到地道的，荣记，南记，新皇都是其中人气很高的餐厅，

价格便宜，每人消费大概10欧左右，想吃港式茶的，可以去这几家一品家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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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的标志——红灯笼(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四川饭店

阿姆斯特丹非常正宗的中国菜馆，主要经营四川菜，但是价格不菲。北京烤鸭和家常炒牡蛎是这

里的特色，但是只有周末限量供应。嗜辣的朋友可以来此一试。

地址：Reguliersdwars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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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阿姆斯特丹住宿

   

1、青年旅社

阿姆斯特丹有许许多多的国际青年旅社，可以上网站hostelworld.com进行查询预订，而其中梵高

青年旅社价格实惠，也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家。

Hostel Van Gogh

梵高青旅对面就是著名的梵高博物馆和国立博物馆，地理位置很好，可以几分钟内到达众多的酒

吧，商店，俱乐部和城市的其他景点。

这里距离leidseplein 广场仅5分钟的步行距离，著名的夜店

“Paradiso”，“Melkweg”，“Jimmywoo，“Little Budhha”或新近装修的音乐剧场“Delamar” 

就在广场旁边，如果你喜欢购物，另一边就是阿姆斯特丹高级时装街“P.C.Hoofdstraat”；如果想

领略阿姆斯特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就去附近最著名的大市场“Albert Kuyp

Markt”购买杂货，花卉，新鲜的鱼，价格基本上比超级市场便宜30%

。如果享受阳光，Vondel公园就在旁边。酒店旁边还有鼎鼎大名得COSTA 钻石公司，

差不多是中国游客必游之处。

地址：Van de Veldestraat 5, 1071 CW,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伯斯露营酒店 Camping Hostel Amsterdamse B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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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形形色色的青旅里，露营酒店应该是独树一帜的一种，带着你的帐篷背包睡袋，加入露营的大部

队中，和有趣的驴友们交流旅行中的见闻感受，还有惊喜猎奇吧！

地址：AmstelveenKleine Noorddijk 1

   

2、其他酒店

Park Plaza Victoria 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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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这家四星级酒店坐落于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对面一栋历史悠久的建筑内，设有一个室内游泳池

区、桑拿浴设施以及享有市景的美食餐厅。位于达姆广场(Dam Square)和皇宫的步行范围内。搭

乘火车只需15分钟，开车只需20分钟即可抵达史基浦机场(Schiphol Airport)。

地址：Damrak 1 - 5, Amsterdam-Centrum, 1012 LG，Amsterdam

Grand Hotel Amr�th 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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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请重新注册 提供)

豪华的Grand Hotel Amr�th Amsterdam 是一座五星级酒店，距离中央车站(Central

Station)仅350米，距离Stationplein 仅300米，这里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皇宫(Royal

Palace)所在的达姆广场(Dam Square)距离酒店有不到15分钟的步行路程。酒店提供免费无线网络、

健康中心以及带免费迷你吧的宽敞客房。

地址：Prins Hendrikkade 108, Amsterdam-Centrum, 1011 AK，Amsterdam

   

3、船舶旅馆（House Boat）

阿姆斯特丹是运河之城，因此在河上的船舶旅馆住一晚是个不同凡响的体验，价钱较经济实惠，

温馨惬意，小而精当，整洁宽敞，有着宾至如归的家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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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请重新注册 提供)

沿着Leidseplein广场和Rembrandtplein附近的运河走，一定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船屋，精挑细选，

找一家你最喜欢的入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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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阿姆斯特丹特产

钻石 

阿姆斯特丹的钻石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6世纪。英国王室至宝108.8克拉的名钻，便是在阿姆斯

特丹雕琢而成。因其高度精湛的技术，吸引了全球各地的顾客。在阿姆斯特丹街上的钻石工厂中

，参观完令人窒息的切磨工作后，可以当场买下那颗钻石。荷兰的钻石价格低廉，还有免税优惠

。

旅人提示：位于阿姆斯特丹旧市区的中心的GASSAN钻石工厂可以买到令你心仪的钻石。

地址：Nieuwe Uilenburgerstraat 173-175

电话：+31(0)20 622 53 33

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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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朴拙造型的木鞋是众所周知的，在木鞋工场中，热心的工匠不厌其烦地展示如何做好一双木

鞋。数百年来，由于荷兰低地雨水丰沛，穿着木鞋可使在户外工作的人们保持脚部干爽，更可保

暖和保护脚部的安全。

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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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荷兰是一个乳制品相当丰富的国家，他的乳酪消费量与出口量均居全球之冠。在阿姆斯特丹大坝

广场的De Bijenkorf百货公司里，有奶酪制作过程的表演，可以一边品尝一边选购。

旅人提示：赞斯（Zaanse

Schans）风车民俗村有木鞋工厂和奶酪加工厂，也可以买到木鞋和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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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阿姆斯特丹购物

   

1、购物中心

阿姆斯特丹也是潮人们的天堂，想买服装，这里是应有尽有，而且如果同一天在同一家店里消费

超过137欧元，就可以享受近16%的退税。

Nieuwedijk Kalverstraat购物街 

                                               48 / 63



�������

阿姆斯特丹攻略
(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这是阿姆斯特丹非常繁华的一条步行街，靠近中央火车站，没事儿了就可以来这里逛逛，从大牌

到平价品牌，货品丰富。

De Bijenkorf商场 

(图片由网友 @请重新注册 提供)

几乎相当于巴黎老佛爷在巴黎人心中的地位，De Bijenkorf商场也是阿姆斯特丹人心中的经典。187

0年就开始营业的优雅与贵气，可以前去好好感受。同样就在达姆（Dam）广场附近，非常容易辨

识。

G-star factory outlet

今年迁至 Osdorp ，新店大小官方号称1700平方米，分服装部与鞋部，男装样式略多，打折幅度30

%-70%不等，不过因为是会员制的，所以，要先申请一下会员卡(Pasje)。

地址：Zuidermolenweg 60

Van Rav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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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斯坦折扣店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时尚商铺，如果你特别钟爱比利时、荷兰设计师的北欧风情

作品，到这里来购物你定会不虚此行的。一些著名品牌如Martin Margiela、Ann

Demeulemeester或者Dries Van Noten等等都在这里大放异彩。那里汇集的都是上一季的品牌，折扣

相当诱人，多数要比原价便宜70％左右！

地址：Keizersgracht 359

LELYSTAD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牌子不算多，旁边还有家MEXX的专卖店, 类似于工厂店。库存不少,

价格便宜，适合学生族，打折的大衣20欧, 一般的单衣5-12欧,裤子7欧。

网址：http://www.bataviastad.nl/homepage.asp.

   

2、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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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穿衣打扮，购买生活必需品，补给旅行的食量更是行者们关注的话题。阿姆斯特丹的平价超

市不少，货品质量也高，能够符合旅行者们的需求。

Albert Heijn 

(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这是阿姆斯特丹随处可见的连锁大超市，与其他欧洲地区不同，这个超市每天营业到晚上十店，

非常便利。门店多，地段好，是来阿姆斯特丹的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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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草奶昔 提供)

Lidl

这是德国的廉价超市，价格虽便宜但是货品齐全。

交通：坐METRO,在WEESPERPLEIN下,从左边的口出来,一直向左走。周日不开门，其他时间是营

业到傍晚６点，那里的酸奶好吃，价格便宜。 

Dirk

这是比较大的超市卖场，价格稍高，但是物品的数量和品质更上一个台阶。

地址：Marie Heinekenplei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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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阿姆斯特丹交通

   

1、飞机

 史基浦国际机场

史基浦国际机场（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是欧洲重要的航空枢纽，也是荷兰最大的国际机场，位于阿姆斯特丹西南15 公里，有90

多条航线和飞往超过220个目的地，有几百个登机口，机场客流量在欧洲排名第四，位列伦敦、巴

黎和法兰克福机场之后，２０１０年旅客接待量为４４００万人次，货运量为１４００万吨。机

场设施齐全，设有外币兑换处、货币兑换机器、餐厅、免税店、寄存行李处、旅行社，饭店预定

中心、新闻中心等。机场设有投币传真机、计算机、打印机，移动电话设备可通过KPN 电信租借

中心租用。机杨地下有火车站和汽车站，旅客下飞机后可利用铁路和公共汽车通达荷兰各地。（

网址:http://www.schiphol.nl）

中国与阿姆斯特丹之间的航班情况：

作为欧洲最大的国际城市之一，阿姆斯特丹与中国的交通非常方便，中国国内有多地可以直飞阿

姆斯特丹，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荷兰皇家航空，法航，汉莎航空

，芬兰航空，国泰航空，港龙航空，新加坡航空，英国航空，奥地利航空等多国航空公司运营着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香港等地的多趟航班，保证每周都有多班飞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

   

2、火车

荷兰国营铁路简称NS，铁路网四通八达，来往于大多数城市间的现代化“城际特快火车”每半小

时发车一趟。火车速度快且几乎从不误点，是外出旅游的理想交通工具。

火车站设有自动售票机和售票窗口，可根据需要购票。使用火车打析卡优惠幅度达40%。该卡平

时可在上午9点以后使用，周末、节假日及暑期可全天使用。使用打折票时需注意乘车时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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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折卡及身份证件，以备查验。

除荷兰国内的普通列车票外，在荷兰适用的主要国际铁路票有两种：一种是荷比卢三国联营火车

票(Benelux)，持有这种通用的车票，可以一票游荷比卢三国，在1个月内可任选5天不限搭乘次数

也不限里程搭火车畅游。另一种是欧洲五国联营火车票(Europass)。旅行天数较长或是希望环游欧

洲，旅游国家较多的游客适合购买此种票券，持有这种联营火车票可通行法国、西班牙、瑞士、

意大利、德国五国，荷比卢、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希腊等国的火车可以选择不同档次付费

搭乘。除此之外，还可免费或享受折扣搭乘许多地区的渡轮、旅游公交及特殊观景交通工具。4岁

以下儿童免费，4-11岁享半价优惠，12岁以上需购全票。

荷兰全境三百多座火车站为乘客提供随车运载自行车服务，乘客仅需为自行车买张票，就可将自

行车放入行李车厢中托运。

   

3、公交工具

  荷兰的公共交通相比欧洲其他国家，价格不算便宜。公交系统包括公共汽车，电轨车和地铁，

这三种交通工具所用的车票是同一种的，不需要分别购买。有Strippenkaart和Dagkaart两种车票供

选择：

Strippenkaart

Strippenkaart是通行荷兰全国的联票，可以多数人同时一起使用，只要您告诉司机同行有几人、在

哪里下车，司机便会帮你相加你所应付的格数。

Strippenkaart通常在火车站、邮局以及市政交通局的咨询服务中心和售票中心都可以买到，在车上

向司机购买只能买到限于2格、3格、8格的联票。而且票价相对较贵。

另外，在一定的时间内，您还可以在同一个区域(zone)內不限次数搭车与换车，司机会根据您车

票上的时间，计算您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內，以防多收车费。

Dagkaart (Day Ticket)

Dagkaart比较适合在某一个城市内旅游的游客使用。在乘车之前，別忘了以刻印机打入日期。只

要在同一城市可使用的期限內，可以不限次数、不限旅程，搭乘公共汽车，电轨车和地铁。

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都有发行这样的票种，通常在火车站、地铁站、邮局以及市政交通局

的咨询服务中心和售票中心都可以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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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在阿姆斯特丹呆一天以上，游客都可以购买阿姆斯特丹城市卡，分为24小时，48小时

和72小时，票价分别为38欧元，48欧元和58欧元不等，在卡面规定的时间内，可以无限次乘坐交

通工具，并且在饭店，酒吧，剧院等场所，还有大幅度的优惠。

   

4、出租车

  荷兰出租车与中国有所不同，不能在街头招手拦车。出租车都在专门停靠站点停靠等客，在机

场、火车站、大型酒店及会议中心等地均能找到，也可拨打出租车公司的电话订车或通过酒店代

订。

荷兰出租车车况较好，各类出租车起价相同，为几欧元，但夜间价格略高，若往返机场等地，可

专门预订机场出租，此类出租车不以具体里程计价，收费固定。详细信息请见www.taxiwet.nl

   

5、自驾车

荷兰公路路况较好，交通标志明确，开车出行十分方便，但要注意遵守当地的交通规则，切忌超

速、闯红灯和酒后驾车，平时开车外出应尽量避开早上8时至9时、下午５时至６时上下班高峰期

。在荷兰驾驶机动车辆，必须年满十八岁并持有有效驾驶执照。持中国驾照者在到达荷兰之日起1

85天内可继续使用自己的驾照驾车，超过此期限则必须更换荷兰驾照。史基甫机场内就设有租车

公司的服务台，有很多租车公司可供挑选，费用因车型不同而异。租车者必需年满23岁，需持有

护照、驾照和信用卡。

   

6、骑自行车

荷兰是自行车王国，而阿姆斯特丹的道路狭窄精致，被运河分割的支离破碎，因此骑车出行是最

环保便捷的方式。

在荷兰大约一百个火车站，以及租车公司內，都有自行车出租店，拥有普通和变速自行車。多数

自行车出租公司都会要求押金，金额从20-95欧元不等。租自行车的时候別忘了带护照或其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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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文件。也事先上网预约自行车，或到地方旅游局(local tourist

offices，简称VVV)询问，以获取当地所有的租车公司名单。

（来源：http://www.amsterdam.info/cn/transport/ 以及中国驻荷兰王国大使馆网站）

   

7、运河航船

阿姆斯特丹的运河通达便利，坐船游历这个城市也是不错的体验。运河航船分为三种：Canal Bus,

Canal Hopper, Canal Bike，从名字上就能发现功能和航距的不同，具体可以在Canal

Company上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

网址：www.canal.n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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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推荐行程

1、阿姆斯特丹一日游

 先去梵高博物馆饱览梵高及其同时代画家的约200幅油画和500幅素描，包括高更（Gauguin）、

土鲁斯.劳特累克（Toulouse

Loutrec）、莫奈和伯纳德(Bernard)的作品，然后前往安妮.弗兰克故居(Anne

Frankhuis)，可以考虑在傍晚人不多时参观。

 再去喜力啤酒展览馆，参观麦芽仓库，细看喜力大事记，畅饮三大杯喜力酒。

 黄昏时分，去拜访一下Vondelpark，聆听这里的免费音乐会，游荡在池塘和草坪、灌木丛、弯

曲的小径和露天咖啡屋之间。清幽的小公园，深受慢跑者、滑冰者、卖艺者和恋人们的青睐。

2、阿姆斯特丹三日游

DAY1：达姆广场，梵高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红灯区，第一天集中于市中心着一小块。中央车站

，两条主要的商业街，Dam Square，几大博物馆，中国城，也有国人最感兴趣的红灯区，都是外

来的游客必须到此一游的，跟所有知名景点一样，人潮汹涌，摩肩接踵。

DAY2：水上花市，钻石工厂，喜力啤酒屋，运河游。第二天就是看自己的兴趣爱好，分别领略阿

姆斯特丹不同的侧面。喜爱鲜花的人，可以去水上花市看看带着朝露的鲜花，热爱钻石的人们可

以去感受璀璨耀眼的光芒，啤酒迷们去喜力可以喝个痛快，而运河控们可以绕着运河将这个城市

看个透彻。

DAY3：风车村，购物游。风车村距离阿姆斯特丹还是有段路程的，所以来回可能需要半天时间，

而女士们也都需要半天时间精挑细选纪念品和衣物，所以最后一天就留给传统的荷兰风情以及现

代时尚吧！

3、阿姆斯特丹市区二日家庭游

DAY1：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王宫、阿姆斯特丹旧证券交易所、杜莎夫人蜡像馆）

——安妮�弗兰克故居——手袋和箱包博物馆——伦勃朗广场享受晚餐

DAY2：阿姆斯特丹世遗运河游——博物馆广场（国立博物馆、凡高美术馆、波士之屋）

——PC霍夫特奢侈品街购物——莱兹广场享受晚餐

DAY3：达姆广场至铸币塔购物区购物，或迦山钻石厂挑选迦山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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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荷兰节日

荷兰女王节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活动特色：荷兰人对国王的尊崇与热爱是中国人所不能想象的。女王节一道，街道上充斥着红白

蓝相间的荷兰国旗、代表皇室的橙色旗帜，欢快游行的队伍随处可见，热闹的音乐会也是鳞次栉

比，女王也会出现在某个城市，与民众同欢，以庆祝这个重要的节日。

活动地点：荷兰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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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日期：4月30日

同性恋节

活动特色：这可能是阿姆斯特丹最奇妙的组成部分，同性恋人们将上街大游行，表达自己对彼此

的爱意，上百艘船只也将游行于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上，将节日推向最高潮。

活动地点：阿姆斯特丹

节庆日期：8月7日

桑斯安斯风车节

活动特色：在节日当天，平时不开放的风车当天都会开放给游人参观，这可是一场近距离接触风

车的好机会！

活动地点：阿姆斯特丹

节庆日期：9月25日

圣尼古拉斯节(Sinterklaas)

(图片由网友 @乌龙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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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荷兰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这个节日主要在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庆祝，而卢森堡，德国，奥地

利和某些东欧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庆祝活动。这个节日主要被认为是儿童的节日。虽然12月6日

才是正日，不过，因为据说圣尼古拉斯老人的仆人黑彼得是在12月5日晚上给孩子们送礼物的，所

以荷兰人通常在这天晚上就开始庆祝。现在大家吃喝一顿，互赠礼物，用写诗歌的形式彼此幽默

一番，成了节日的重要内容之一。据一些学者的考证，现代的圣尼古拉斯老人和仆人黑彼得的故

事，源出于1850年出版的一本由阿姆斯特丹教师的故事书《Sint Nicolaas en zijn knecht》。现在对

那些小孩子来说，“圣尼古拉斯节”的说法，就是12月5日晚上临睡觉的时候，将一双空鞋子放在

门内的门口处，或者放在壁炉下。第二天醒来，据说就可以得到心仪的礼物。

活动地点：全国

节庆日期：12月6日

圣诞节

活动特色：这是全欧洲同庆的节日，如果有幸在圣诞节期间造访荷兰，千万别忘了去露天巨大的

圣诞市场看看，置办些欧洲人的年货吧。

活动地点：全国

节庆日期：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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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荷兰人的英文都很好，标识也都是中荷双语，服务也很周到，所以不懂荷兰语也不会有任何的

障碍，只管放心大胆的去玩吧！

2、4月5月是郁金香开放的旺季，也是荷兰最美丽的时光，所以算好时间也是非常必要的。

3、阿姆斯特丹是淘淘古董的好地方。大部分商店周四的购物时间会延长到晚上九点，而周六则会

缩短到下午5点，所以要买东西的话，记得要算好时间。

4、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多品尝几种荷兰的奶酪，甚至可以带回国一些，毕竟这是欧洲的骄傲。

5、最好入乡随俗，跟着环保的阿姆斯特丹人骑自行车环游城市，一定可以又快又好的领略这个城

市的风情，只是停车之后千万别忘记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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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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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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姆斯特丹攻略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63 / 63

http://www.tcpdf.org

	封面
	目录
	一、阿姆斯特丹最棒体验
	1、在博物馆中领略历史与艺术
	2、体验原汁原味的风车村
	3、体验一次性文化的猎奇
	4、游荡在运河的波涛中
	5、在郁金香花海中忘却时间
	6、去Arena看一场阿贾克斯的比赛
	7、去安妮小屋缅怀历史
	8、去FEBO吃炸肉饼
	9、畅饮喜力啤酒

	二、荷兰与阿姆斯特丹概况
	1、历史
	2、地理
	3、最佳旅游季节

	三、行前准备
	1、签证
	2、货币与汇率
	3、其他

	四、阿姆斯特丹的美丽瞬间
	1、达姆广场（Dam Square）
	2、博物馆广场（Museum　plein）
	3、赞斯（Zaanse Schans）风车民俗村
	4、花街猎奇
	5、性博物馆（Sex Museum）
	6、喜力啤酒博物馆Heineken Brouwerij
	7、安妮小屋（Anne Frank Huis）
	8、中国城（Nieuw Markt）
	9、阿斯米尔鲜花拍卖市场（Aalsmeer）
	10、Gassan：钻石之城的诱惑

	五、阿姆斯特丹美食
	1、小吃
	2、异国风味
	3、中餐馆

	六、阿姆斯特丹住宿
	1、青年旅社
	2、其他酒店
	3、船舶旅馆（House Boat）

	七、阿姆斯特丹特产
	八、阿姆斯特丹购物
	1、购物中心
	2、超市

	九、阿姆斯特丹交通
	1、飞机
	2、火车
	3、公交工具
	4、出租车
	5、自驾车
	6、骑自行车
	7、运河航船

	十、推荐行程
	十一、荷兰节日
	十二、旅人提示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