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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识威尼斯

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西北岸重要港口。主建于离岸4公里的海边浅水

滩上，平均水深1.5米。由铁路、公路、桥与陆地相连。由118个小岛组成，并以177条水道、401座

桥梁连成一体，以舟相通，有“水上都市”、“百岛城”、“桥城”之称。 

(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威尼斯是一座宫殿、教堂、钟楼、博物馆、商店堆砌起来的城市。这里建筑的方法，是先在水底

下的泥土上打下大木桩，木桩一个挨一个，这就是地基，打牢了，铺上木板，然后就盖房子。所

以有人说，威尼斯城上面是石头，下面是森林。当年为建造威尼斯，意大利北部的森林全被砍完

了，这样的房子，也不用担心水下的木头烂反而愈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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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所处位置

威尼斯最佳旅游时间：

一年四季都可以成为威尼斯的最佳旅游时间，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那么春季和秋季就当之

无愧。春季是威尼斯最舒服的季节，平均气温10－18℃，气候宜人，景色旖旎。夏天的威尼斯不

仅炎热，运河蒸腾的水汽和气味也会令人不舒服，但游客也不见少。秋天的威尼斯可谓人见人爱

，经过一个夏天的热闹，秋天的运河格外清澈美丽，这个季节是是威尼斯最清爽的季节。冬天的

威尼斯很少有零度以下的气温，类似中国江南气候的那种潮湿加上寒冷，很多北方来的人不能适

应。

威尼斯是著名的水上之都，运河处处，境内除大运河外，还有160多条运河流过。地处亚得里亚海

潮汐的低洼地带，威尼斯定期受到洪水泛滥的威胁，属地中海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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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办理签证

意大利提供两种旅游签证：

1）申根区旅游签证，最长有效期90天，可以去任何申根区国家。

2）国家签证，超过90天，但只限于意大利一个国家。

准备材料

以下是需要提交的材料（所有中文材料都需要翻译成英文，可以自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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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中心后再填）

2）签证费5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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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资金证明, 一般五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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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这是日后来领护照的凭据，也可以选择特快专递邮寄，每份50块）

６）申请人的在职和请假证明（学生可以找学校开一份在读证明）

７）户口本

８） 至少六个月以上的资金来源证明（银行对帐单，存折）

９）欧元现金/信用卡/旅行支票（原件和复印件，每人每天30-50欧）

11）旅行日程/预定（包括覆盖全程的机票和酒店）

12） 保险（保额最低3万欧，需要提交原件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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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旅行计划（英文，越详细越好）

a、申根区旅游签证和国家签证申请表格下载地址分别为：

http://www.italyvac.cn/Include/checklist/Italy_Schengen_VAF.pdf 、

http://www.italyvac.cn/Include/checklist/Formulario_Nazionale_2010.pdf  ，也可以

在国内各个城市的签证申请中心免费获取。

b、准备材料时，要围绕着两个中心思想来做：1、我有的是钱；2、我肯定回国；由于一般没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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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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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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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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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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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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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一开始就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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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信息（比如名字、重要条款、项目等）可以用笔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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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最好把意大利作为入境国家，即进入申根区的第一个国家。

意大利驻北京使馆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2号,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7600

查询签证申请状态，可以拨到申请中心窗口,

或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下午03：00打意大理签证中心电话 0086 10

84549855，或发邮件（infopek@italyvac.cn），或点击“查询护照”查询。

您也可向大使馆签证处查询，邮件发至visti.pechino@esteri.it,

或在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14：30-16：30拨打电话 0086-10-85327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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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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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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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已经算比较简单的了。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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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货币兑换

意大利为欧盟国家，现在已基本停用里拉，全国上下通用欧元。游客也可以拿着美元到当地银行

进行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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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取现

虽然目前意大利超过半数的ATM机可以使用银联卡提取欧元现金。但是在威尼斯这个地方中国游

客最好还是多准备些现金，因为威尼斯这个城市就是那个另类，这里的多数商店、景点不能刷卡

消费（连机场都不收），而且在威尼斯的ATM机提款经常性的不能操作。 

兑换外币

游客最好在出国前就在国内银行换好足够的欧元，因为威尼斯银行的汇率是有名的糟糕。在威尼

斯的火车站附近就有兑换处，每天7:00-21:00营业。

如果想用美元换欧元，可以去美国运通办事处进行兑换。

地址：Salizzada San Moise 147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周六和周日9:30-12:30

   

3、当地通讯 

中国移动的全球通手机卡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有信号，如果只是短期出差或者旅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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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移动营业厅开通国际漫游业务，大概需要缴纳200多元的押金。到了意大利后，一下飞机打开手

机，就会自动收到短信：介绍关于在国外如何更加节省的拨打国际长途，当地的中国大使馆或者

总领馆电话等等。等回国后再到移动营业厅取消业务即可，拿回押金。

当然如果是长期出差，还是购买欧洲当地的SIM卡，有一种专门用来往中国打国际长途的，大概1

5欧元可以打两小时，还是很划算的。

   

4、威尼斯的节庆活动

威尼斯狂欢节：

每年2月中旬至3上旬，威尼斯人和各国游客，戴上华丽的面具，装备成传奇故事中的人物，游行

狂欢，现在威尼斯狂欢节位列全球最著名的四大狂欢节之中。

威尼斯电影节

：每年8月下旬至9月初，在威尼斯的利多岛上举行的国际性电影盛会，每年都吸引全世界的影星

，电影工作者和记者前来，魅力不输好莱坞的奥斯卡金像奖。

贡多拉节：

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威尼斯会举行传统的贡多拉划船比赛和盛大的“雷嘎塔-斯托里卡”祭礼

，令人依稀感受到以前以“亚得里亚海女王”驰名的威尼斯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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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威尼斯最棒的体验

   

1、乘坐贡多拉漫游威尼斯，感受那水上漂荡的浮华梦

威尼斯被称作水城，自然而然游遍这里的最佳方法当然是坐船了，其实威尼斯也真没有其他交通

工具可以搭乘。除去机动的水上巴士，游人总不免要尝试下贡多拉这一最传统的交通方式。贡多

拉是一种月牙形的黑色平底小船，几百年前，威尼斯贵族们喜欢乘坐雕刻精美、装饰着绫罗绸缎

的贡多拉互相斗富，就如同电影《威尼斯商人》的剧情一样。为了刹住这种奢靡的风气，威尼斯

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把贡多拉漆成彩色，于是，曾经争奇斗艳的贡多拉都变成了今天人们

看到的黑色小船。 

(图片由网友 @影子的白日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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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游人坐在碧水间穿行的贡多拉时，两岸一路掠过“欧洲的会客厅—圣马可广场”、威尼斯的守

护神—带翅膀的狮子、引得无数人赞叹的“叹息桥”等等。威尼斯的水巷深深，两边的古老墙根

爬满了青苔，触手可及，似乎一伸手也能触及几百年前辉煌一时的威尼斯，而自己摇身一变成为

了王公贵族，正乘坐贡多拉，赴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

旅人提示：

冈多拉游运河：每船最多可坐6人，如果想再多点浪漫情调，还可以请一位歌手在船上演唱，再带

上一瓶葡萄酒。

   

2、穿上华丽复古的衣服，来威尼斯经历一场不散的夜宴

威尼斯每年2、3月都有狂欢节，是威尼斯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大街小巷的威尼斯人

以及外国的游客都要带上面具，穿着华丽的复古装束，聚在河边或者乘船夜游。面具掩盖了每个

人的真实身份，所以人们可以毫无顾忌，恣意狂欢。整晚的音乐，整晚的欢庆，人们经历着一场

不散的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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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节上的人们(图片由网友 @大脸思密达 提供)

   

3、来布拉诺小岛过蜜月，感受世界上最好“色”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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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诺小岛彩色的房子(图片由网友 @影子的白日梦 提供)

威尼斯的布拉诺小岛应该是世界上色彩最鲜亮的地方。布拉诺是意大利威尼斯所辖下的一个小岛

，来到这里度蜜月，一切的一切在这里都仿佛让你有种是置身于一个童话般世界的感觉。岛上居

民都是渔民的后代，当地的手工蕾丝和抽纱制品与穆拉诺岛的彩绘玻璃一样，都是威尼斯的特色

手工艺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小岛的地方政府规定当地居民每年要刷一次房子的外墙，于是居民们把他

们小巧玲珑的房子刷得五颜六色色彩斑斓。这些多彩的房子一个挨一个组成彩虹一样的小巷，夹

着清澈的小河曲曲延伸，同样色彩明快的小船静静地停在河边。

这个小镇像是一座异域的童话王国，在这里，人们似乎已经淡忘这是一座普通的城镇。穿行于街

道里的各种肤色的游人，加上那些童话般色彩斑斓的房子，更让人觉得是步入了另一个世界。边

走边看，总觉得从这样的小房子里或许会走出来森林动物或者小矮人，所有的一切都超乎人们的

想象。

如何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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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尼斯到岛上差不多45分钟轮船，可以用天票（12欧元）。从火车站一出来就看到右手边码头

有1路线的售票处，买全天通票，上面有英文的天票使用范围说明（24小时内可以坐任何船）。一

般来说从火车站先去穆拉诺，再去布拉诺，再去lido，在坐大运河的船，正好是兜了一圈回到火

车站，一点都不绕。

   

4、威尼斯贡多拉节，最富威尼斯特色的一天

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的贡多拉的祭礼活动—“雷嘎塔-斯托里卡”，在大运河上举行的

这个华丽的祭典，令人依稀感受到从前以“亚得里亚海的女王”驰名的威尼斯的风采，是最富威

尼斯特色的一天。人们把对运河、贡多拉及小船的感谢、敬畏的心情集中体现在这个祭典上。人

们身着华丽的服饰，船只模仿中世纪的装饰，音乐在城市的上空回荡着，游客可以站在运河周围

观看这一壮观的庆典，据说是因为从前，在集体婚礼上呗斯拉夫人抢去了新娘的年轻人，将新娘

抢回来后用贡多拉争先恐后地运回家而产生的。蕴含着捍卫和守护爱情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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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5、畅游汤姆克鲁斯最爱的威尼斯面具店

威尼斯的面具举世闻名。每每想到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大开眼界》中舞会上宾客们佩戴的神

秘面具，都会勾起人们对威尼斯的神秘向往。如果说意大利的面具千篇一律，那么威尼斯的面具

却可以让人们看到面具之间的档次相差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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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大脸思密达 提供)

威尼斯大部分面具由纸浆制成，结合不同材料，如宝石，羽毛，镀金等制成。街头最普遍，最拙

劣的可佩戴大小的面具最低价格在25欧元左右。有些面具搭配宝石或镀金层，价格就会达到200欧

元左右；有些是画有达芬奇画作风格的大卫雕像一般的面具，这种面具又很具有意大利文化的体

现；价格最为昂贵的一类面具在1000欧元到3000欧元之间，这类面具让游人见识了威尼斯面具真

正的精美绝伦。

   

6、威尼斯电影节，让我们和水城电影来一次邂逅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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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水上都市
每年９月在威尼斯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威尼斯电影节，诞生于193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是世界上第

一个电影节，每年这个时候威尼斯都会变成世界影坛的焦点。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电影都把威尼

斯这座水城做为取景地，来威尼斯旅游也可以当作一次和水城电影的邂逅之旅。

丽都岛

丽都岛是长约12公里，横贯威尼斯东南的长条形沙洲岛屿。直到19世纪才逐渐发展成现代化的休

闲中心，靠亚得里亚海侧的绵长沙滩成为吸引游客的焦点，不断兴建的大饭店、夜总会、赌场、

剧场，把此地点缀得喧闹繁华。

丽都岛是威尼斯电影节的举办地。电影《威尼斯之死》中的小屋就矗立在海边的沙滩上。

圣马可广场

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最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客厅”，既在一侧的马尔西安

纳图书馆小心安置着差点颠覆大航海时代历史的毛罗地图，又在另一侧开阔无比的空间里坐视一

个个浪漫爱情故事的发生和结束。 

(图片由网友 @影子的白日梦 提供)

在这里，即便红男绿女间短暂的矜持和暧昧，也都暴露在艳阳的高照之下。大卫-里恩1955年作品

《艳阳天》中，站在广场上的凯瑟琳-赫本的镜头里满是相爱的情侣，正当感觉乏味时，却成为了

罗塞诺-布莱兹眼中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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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水上都市
里亚尔托桥

大文豪莎士比亚的文学巨著《威尼斯商人》记述故事的就是发生在里亚尔托桥。几个世纪以来，

小说不断被后人搬上电影、电视，以话剧、歌剧等形式流传于世。

在007系列电影《皇家赌场》中，这座桥幸运的成为邦德曾经路过却居然没被糟蹋损坏的建筑。

叹息桥

叹息桥两端连结着总督府和威尼斯监狱，是古代由法院向监狱押送死囚的必经之路，因死囚被押

赴刑场时经过这里，常常会发出叹息声而得名。

有一个传说，男人被判了刑，走过这座桥。狱卒让他再看一眼，刚好一条窄长的贡多拉驶过桥下

，船上一对男女在拥吻。男人定睛一看船上的女人竟是自己爱人，于是疯狂的撞向花窗死去，只

留下一滩血渍和一个愤怒的尸体。血没有滴下桥，吼声也不曾传出，相拥的人依旧甜蜜。据说恋

人们在桥下接吻就可以天长地久，且把那悲剧改成喜剧，说成神话罢了。

经典电影“情定日落桥”就是在这里取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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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水上都市
  

四、威尼斯城主要景点

威尼斯市内地图

   

1、圣马可广场(Plazza San Marco)

圣马可广场又称威尼斯中心广场，一直是威尼斯的政治、宗教和传统节日的公共活动中心，它被

拿破仑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客厅”。

圣马可广场东侧是圣马可大教堂和四角形钟楼，西侧是总督府和圣马可图书馆，广场有数以万计

的鸽子及演奏乐队，时不时还有戴着奇异面具的小丑经过。广场边的码头称为小广场(Piazzetta)，

这里竖立两根高大的圆柱，一个圆柱上的雕塑是威尼斯城徽飞狮，另一个圆柱上的装饰是拜占庭

时期的保护神狄奥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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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水上都市

(图片由网友 @影子的白日梦 提供)

每年2-3月间，盛大的威尼斯狂欢节游行把圣马可广场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化妆舞会，人们戴上面具

，穿上古怪的服装，隐藏起身份，尽情释放欢乐。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精品店，包括金饰、玻璃、寝具、服饰等。店面不大，但是橱窗设计都是一流

，颇具视觉享受。还有许多风格优雅的咖啡厅、酒吧和餐馆，是威尼斯的最佳的徒步游览区。

交通：乘1号水上巴士在VALLARESSO站、S.ZACCARIA站下船。

门票：四角形钟楼门票6欧元

   

2、圣马可大教堂(Saint Mark\\\'s Basilica )

圣马可大教堂：圣马可教堂是为纪念耶稣十二圣徒和收藏战利品而建，始建于9世纪，于11世纪完

宫，集拜占庭艺术、占罗马艺术、中世纪哥特式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于一身，完美和谐。人教堂

内外约有4OO根大理石柱子，总共4000平方米面积的马赛克镶嵌画，震撼着千千万万瞻仰者内心

爱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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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圣马可是耶稣的使徒，是《新约马可福音》的作者。828年，两位威尼斯的富商把圣马可的干尸从

亚历山大港偷运回威尼斯，存放在圣马可大教堂的祭坛下。

一只带翼的狮子是圣马可的标志，代表着无上的威严、神圣和荣光。

门票：教堂回廊门票3欧元；参观黄金祭坛屏风1.5欧元

开放时间：夏季9:45-17:00；冬季9:30-16:00

交通：1号水上巴士在VALLARESSO或S.ZACCARIA站下船。

旅人提示：游人不得穿无袖衫和短裤入内

   

3、雷雅托桥(Rialto Bridge )

雷雅托桥是架设在大运河中央的桥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在当时是大运河上唯一的一座

桥梁，而且是木制的掀起式桥；在15世纪中叶进行了改建，扩大了规模，桥上商店林立；到了16

世纪开始大理石桥的新桥兴建计划，于1588年到1591年间完成了现在所见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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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大脸思密达 提供)

雷雅托桥附近是交易盛行之地，各类小铺、摊贩云集，桥上有许多出售纪念品的小店。站在大桥

中央是拍摄大运河的最佳地点，而桥梁本身也是很好的摄影素材。

交通：乘1、82号水上巴士在RIALTO站下船。

   

4、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

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是展示着美国富豪佩吉�古根海姆的收藏品以及她生前物品的美术馆，因

传说在庭园里曾经养过狮子而被称为“维尼尔狮子宫”。展示品中有毕加索、米开朗基罗等抽象

派及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和雕刻，包括毕加索Picasso的《海滩上的诗人》(ThePoetOntheBeach)、杜

尚Duchamp的《列车上的忧郁青年》(SadYoungManonaTrain)、波拉克Pollock的《月光女神》(Moo

nWoman)和米罗Miró的《安静的少妇》(Seated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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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佩吉�古根海姆原名MargueriteGuggenheim，是位著名的女富豪，也是推动抽象派和超现实画派发

展的重要人物，更是一位疯狂的艺术品收藏家。她来自纽约最有势力的犹太家族，从小和洛克菲

勒家族比邻而居，童年时常常被关在家中巨大无比的书房里，整日面对阴森的巨幅油画，也许是

出于对童年的一种反叛才使她后来对艺术产生了疯狂的兴趣。

这是一个矛盾的女人，她可以小气到极点，为了一张咖啡帐单和家人朋友翻脸；但她也可以一掷

千金，出手豪阔，赞助生活上有困难的艺术家。买下艺术作品、资助生活消费以及提供展览空间

是佩姬资助许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和“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三种主要方式，必须指出的

是，让佩吉�古根海姆名垂千史的并不是她的收藏品，而是她作为艺术赞助者和收藏人的眼光，

以及她和那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风流韵事。

交通：乘1、82号水上巴士在ACCADEMIA站下船。

门票：8欧元

 旅人提示：周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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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水上都市
   

5、黄金宫(Galleria Giorgio Franchetti )

黄金宫(法兰盖提美术馆)是威尼斯城最杰出的哥特式建筑，始建于1440年。涂金的建筑物闪闪发

光，过去曾被称为“黄金的宫殿”。而今，逐渐变成美术馆，并对一般公众开放。这里收藏了威

尼斯画派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绘画珍品，集欧洲绘画艺术之大成，主要展品包括：卡巴乔Carpacci

o的《圣告图》(The Annunciation)、安东尼奥�凡�代克Anthony van

Dyck的《基督受难记》(Passion of Christ)、曼帖那Mantegna的《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以及提香Titian等人的作品。 

(图片由网友 @大脸思密达 提供)

交通：乘1号水上巴士在Ca'dOro站下船。

门票：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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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8：15－19：00 复活节、圣诞节和元旦休息。

   

6、布拉诺岛(Burano)

布拉诺岛是渔村和编织花边的村庄，里威尼斯本岛约1戈小时的船程。再运河两岸排列着的都是涂

成粉色和淡绿色的房子，使远游客的心得到安慰。岛上的女人忙于再户外编制花边，男人们都全

身心地照料渔网。岛上虽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但很适合散步。

这座岛因威尼斯花边而有名，在小岛的商店中，堆满了花边制品。大多是从中国进口的。真正的

当地产品很贵。即使很小的一点最少也要3万里拉左右。但是作为游览纪念品一定要选择真正的当

地花边，很难用其他东西替代。

在布拉诺岛还可以试着吃一顿丰盛的午餐，这里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钱吃到美味的鱼蟹大菜。Cal

uppi、AlGattoNerodaRuggero这些参观，每到星期天有很多威尼斯人，为品尝鲜美的海味远道而来

。

交通

从位于布拉诺北侧的FondanaentaNuove乘12线，约30分钟可到威尼斯本岛。

   

7、穆拉诺岛(Murano)

穆拉诺岛被誉为“威尼斯的玻璃之岛”，是一座威尼斯以北1.5公里处的小岛，15－16世纪，威尼

斯的贵族和有钱人，为了逃避都市的繁忙而寻找到的一个可以渡过安静时光的岛屿。

从13世纪起，由于被关在这个岛的工匠们制作的玻璃工艺品，是欧洲人向往的产品，成为威尼斯

与东方贸易中最贵重的输出产品，为威尼斯共和国带来了莫大的财富。岛上的主要景点有两个，

一是玻璃博物馆，另一个是多纳托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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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玻璃博物馆MuseoVetraio

在17世纪的帕拉茨沃�朱斯迪尼阿尼馆中，展示了古代的玻璃到现在的玻璃作品。威尼斯最辉煌

的15世纪前后的作品中，杰作较多。

门票：玻璃博物馆 8000里拉

开放时间：10：00－17：00

多纳托教堂S.MariaeDonato

是威尼斯拜占庭式的古老教堂，创建于7世纪，是一座静静目睹了穆拉诺岛历史变迁的教堂。至今

其美丽的影子还倒映在水中。地板上的镶嵌细工和后庭的圣母镶嵌图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9：00－17：00

在穆拉诺岛有很多玻璃工厂，到处都有威尼斯彩色玻璃制品商店。小小的，作摆设用的马和鸟的

价钱从1万里拉开始。作为送给朋友的礼物，玻璃镶嵌工艺的垂饰、玻璃制的装饰品都挺不错。但

这儿尽管是原产地，价钱却不一定便宜。有时候威尼斯本岛僻静处的商店的价格还会更便宜一些

，所以可以的话最好是货比三家后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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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从圣马可广场东侧的Vaporetto乘船处坐5线，约20分钟可到。此外，从罗马广场、岛北侧的

芬达门塔�努沃威FondamentaNuove也可乘船抵达。

   

8、安康圣母教堂(Chiesa di Santa Maria della Salute)

安康圣母教堂是威尼斯巴洛克建筑的杰作。在1630年黑死病肆虐之际，共和国政府决定兴建此教

堂献给圣母玛利亚，由著名设计师巴达萨雷�隆格纳设计，正式落成于1687年。

顶着巨大圆顶的正堂为正八角形，周围有六座礼拜堂环绕着。面对着主祭坛的圣器室内有描绘旧

约圣经故事的壁画《大卫和哥利亚》，由提香创作的顶棚画及丁多托的《迦纳的婚礼》等都是值

得一赏的艺术佳品。 

                                               28 / 63



�������

威尼斯：水上都市

(图片由网友 @大脸思密达 提供)

交通：乘1号水上巴士在SALUTE站下船。

门票：免费，参观圣器室1.5欧元。

开放时间：9：00－12：00，15：00－18：00

   

9、奥尔托教堂(Madonna dell\'Orto)

奥尔托教堂是丁托列托的教区教堂，以画家大量的绘画作品最为著名，它那宁静的位置(威尼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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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光顾的北区)和哥特式正面的漂亮红砖都值得一看。

这里的第一座教堂建于1350年，是为圣克里斯托弗而建的，他的雕像至今海放在主大门上方。后

来，在附近的莱园里发现了具有神奇力量的圣母玛利亚雕像，于是教堂在1377年献给了圣母玛利

亚。许多年中，教堂的自豪与喜悦是贝利尼的圣坛背壁装饰画，1993年绘画遭窃之后，再没有追

回，内景的艺术情趣就转向了南墙第一座圣坛上有奇马�达科内利亚诺创作的《施洗者圣约翰》

。

差不多其他每副著名作品都是由丁托列托创作，他与他的儿子们埋葬在高坛右边的小教堂中。高

坛本身也有画家的两副杰作：高高耸立着的《最后的审判》和《金小牛的制作》。画家免费完成

了教堂中所有的绘画，只收取材料费。教堂南面莫里广场的墙壁上嵌着三尊摩尔人塑像。

交通：水上巴士52线可到。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日上午不开放

   

10、叹息桥

                                               30 / 63



�������

威尼斯：水上都市

(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叹息桥是位于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附近，公爵府（总督府）侧面的一座巴洛克风格的石桥。

在运河水道上有几条桥，而此条叹息桥是密封式拱桥建筑，由内向外望只能通过桥上的小窗子。

叹息桥的两端连接法院与监狱两处，死囚通过此桥之时，常是行刑前的一刻，因感叹即将结束的

人生而得名，是威尼斯最著名的桥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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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威尼斯周边景点

   

1、布伦塔河(Brenta Ruviera)

在威尼斯共和国最后的几个世纪之中，富有的贵族在布伦塔河建立了一百多座夏日避暑山庄。现

在这里一些最杰出的别墅对外开放。 

(图片由网友 @影子的白日梦 提供)

Villa Foscari

电话：041 520 39 66

门票：7欧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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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5月至10月周二和周六9:00-正午

地址：Via dei Turisi 9

网址：www.lamalcontenta.com

Villa Pisani

电话：049 50 22 70

门票：5欧元/人

开放时间：4月到9月周二至周日10:30-19:00,10月至3月周二至周日9:00-16:00

地址：Via dei Turisti 9

   

2、帕多瓦

帕多瓦有意大利第二古老的大学，它也是意大利北部非凡的后哥特主义艺术作品的集中地之一。

位于威尼斯西部37公里的这座活力四射的大学城、有拱廊街道和迷人的中世纪建筑中心，绝对值

得游人在这里用上一天的时光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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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斯克罗威尼礼拜堂

艺术爱好者去帕多瓦就是想看看这座教堂，1303年Enrico Scrovegni命人建造了该教堂作为他父亲的

安息之地。这座教堂里布满了乔托了不起的壁画，这些壁画可能作于1304年到1306年之间，描绘

的是圣母和耶稣的生活，整个壁画分三个部分。

电话：049 201 00 20

票价：成人/儿童/老人 12/5/1欧元

开放时间：11月至2月9:00-19:00,3月至10月9:00-22:00

网址：www.cappelladegliscrovegni.it

奥古斯丁教堂

这座原本建于14世纪初的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后辛苦重建，在大战中多数教堂内

壁画被毁，是整个战争中意大利艺术品最惨重的一次。

电话：049 875 64 10

开放时间：3月至10月周一至周六8:15—18:45，11月至2月周一至周六8:15—18:30

地址：Giardini dell A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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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qua Petrarca

这个中世纪村庄安静祥和，群山环保。意大利伟大诗人彼特拉克曾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后的5年时光

，在在这里游人可以参观他的故居。故居坐落在几座漂亮的花园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物件，据

说都和这位诗人有关。

电话：0429 71 82 94

门票：3欧元

开放时间：3月至10月周二至周日9:00至12:00和3:00至18:30，11月至2月周二至周四9:00至12:00和2:3

0至17:00

地址：Via Valleselle 4

如何到达：

公共汽车：Sita Buses（电话：049 820 68

11，www.sitabus.it），从威尼斯开往帕多瓦的班车，3.35欧元/人，路上大概需要60分钟。

火车：从威尼斯去帕多瓦最方便的方式是坐火车（2.7欧元/人，30到40分钟可到），车站在Cappell

a degi Scrovegni以北500米，再走100米就是市中心。

   

3、维琴察（Vice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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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建筑家帕拉第奥在这座富足的城市里到处都留下了他的作品，事实上帕拉第

奥风格的建筑并没有限制在城市范围之内。在边远乡村，也可以看到他为威尼斯共和国的权贵家

族建造的度假别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这些建筑深深地震撼了，于是把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的

帕拉第奥建筑收入了世界遗址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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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夏初的失语症 提供)

这里随着罗马一起繁荣起来，1404年它成为了威尼斯共和国的一部分。许多威尼斯人建造的哥特

式公寓，证明它们之间关系曾有多亲密。

如何到达：

公共汽车：FTV（电话：0444 22 31

15，www.ftv.vi.it）班车从火车站附近的汽车站出发，开往Thiene，Asiago，Bassano和附近Colli

Berici的小镇。

火车：从威尼斯出发（4欧元/人，一个半小时），从帕多瓦出发（2.7欧元/人，25分钟）

   

4、维罗纳（Ver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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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漫步维罗纳街头，你也许会相信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凄美爱情故事是真的。也许莎士比亚有些

夸张，但是你一定会在意大利这座最美的城市中找到你要的东西。由于它在帝国时期很重要，所

以被叫做小罗马。13世纪和14世纪在Della

Scala家族的统治下它进入了黄金时期，这个时期著名的家族斗争被莎士比亚写进了剧本。 

(图片由网友 @大脸思密达 提供)

罗马竞技场

粉红色大理石建造的罗马圆形剧场，建于公园1世纪，现在是维罗纳歌剧院，它是显存第三大罗马

圆形剧场，能容纳3万名观众。虽然12世纪时一场地震摧毁了大部分外墙，但它现在被保护得非常

好。

电话：045 800 32 04

门票：成人/学生/儿童 4/3/1欧元

开放时间：10月至6月周二至周日8:30-19:30，7月至9月8:00-15:30

地址：Pizza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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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arena.it

Casa Di Giulietta

维罗纳的主要商业街Via G Mazzini，不远处是朱丽叶的房子。罗密欧和朱丽叶也许是完全虚构的

人物，但是你会在这里欣赏地看到人们传说的朱丽叶的阳台。有人在通往庭园的入口处的壁板上

刻上潦草的爱情涂鸦，作为永久的留念。

电话：045 803 43 03

门票：成人/学生/儿童 3/2/1欧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8:30-19:30

地址：Via Cappello 23

   

5、特雷维佐（Treviso)

这个被当地人称为小威尼斯的特雷维佐是贝纳通时尚王国的中心，而且有一个美丽的历史中心广

场。这个不被人注意的小城建于罗马时期，一直都是威尼斯忠诚的卫星城。

从威尼斯到特雷维佐只需要1天的轻松旅程，或者在去北面Belluno的多洛米蒂的途中下车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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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威尼斯的美食与就餐

威尼斯从不以美食闻名,而且价格不便宜。

市中心比国内同等饭馆贵30%.著名的甜食是tiramisu,由奶酪和鸡蛋制成的糕饼浸在咖啡白兰地混合

物中制成。

游客套餐相对便宜,通常是意大利面条、鸡和炸薯条。

最便宜的是吃面包卷、比萨饼和三明治。威尼斯的葡萄酒很值得品尝,最著名的有瓦尔波利切拉和

巴尔多利红葡萄酒以及索阿韦白葡萄酒。

正餐馆和小吃店

Ai Rusteghi

位于一个宁静的广场周围，远离喧嚣。要想享用带馅的小Panini和红酒，这里是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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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式Panini

价格：小意式三明治1.5欧元

电话：041 523 22 05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8:00-21:30

地址：Campiello Del Tentor 5513

Osteria Alla Botte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酒吧型餐馆，位于Ponte di Rialto附近，是一个边咀嚼Cicheti一边畅饮

Prosecco的理想场所。可以坐下来享用一顿让人精神焕发的大餐。

价格：正餐25至30欧元

电话：041 520 97 75

营业时间：周三至周一提供午餐，周一至周三提供晚餐

地址：Calle Bissa 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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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osteriaallabotte.it

Ristorante Oniga

是这个地区重要的新晋用餐场所，提供极富创造力的最低价为10欧元的意大利通心粉以及鱼和肉

等主菜作为平衡位于广场上。 

意式通心粉

价格：正餐35欧元

电话：041 522 44 10

营业时间：周三至周一

地址：Campo San Barnaba 2852

网址：www.oniga.it

Ganesh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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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少有的可以体验异国风情的餐馆，喜欢速成的印度咖喱吗？请先忘了它，在舒适的运河露

台上，可以享受慢慢烹制的咖喱饭。这里还提供素食午餐。 

价格：正餐20至25欧元

电话：041 71 90 84

营业时间：周五至周二提供午晚餐，周四只提供晚餐

地址：Fondamenta Rio Marin，San Polo 2426

 Vecio Fritolin

在这里就餐能体会古典风味，新鲜的原料做出的意大利美食既保留传统，又融入自己的创新。它

独家制作的甜点和面包誉满全称。

价格:40至50欧元

电话：041 522 28 81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

地址：Calle Della Regina，Santa Croce

小餐馆

位于圣马可广场上的这几家有着几个世纪历史的威尼斯咖啡里的咖啡和音乐的要价是有点高，但

是能够在如此环境中喝上一杯滚烫的咖啡，这一生中又能有几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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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e Florian

是这里最著名的两家咖啡厅之一。拜伦和亨利詹姆斯分别在这里吃过早餐。

电话：041 520 56 41

营业时间：4月至10月周四至周二10:00-22:00, 11月

地址：Calle Della Regina，Santa Croce

网址：www.caffeflorian.com

 Cafe Quadri

一个和Florian一样名垂青史，楼上是本市最豪华的饭店之一。

电话：041 522 21 05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9:00

地址：Calle Della Regina，Santa Croce

冰淇淋店

威尼斯的冰淇淋价格不一，一小杯1欧元，一大桶3欧元。价格变化不大，但服务员给你的分量可

能有区别。 

                                               44 / 63

http://www.caffeflorian.com


�������

威尼斯：水上都市

Alaska

电话：041 71 52 11

营业时间：8:00-13:00,15:00-20:00

地址：Calle Larga dei Bari,Santa Croce 1159

 Gelateria San Stae

电话：041 71 06 89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11:00-19:00

地址：Salizada San Stae , Santa Croce 1910

快餐

Spizz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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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吃到方便比萨饼，这是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价格:比萨饼3-4.5欧元

营业时间：周日至周五10:00-21:00，周六10:00-23:00

地址：Campo San LucaSan Marco 4475/4476

 Brek

这里出售便宜快餐，全天都能吃到体面丰富的午餐，晚餐和小吃。

价格:正餐7-12欧元

电话：041 244 01 58

营业时间：7:30-22:00

地址：Rio Tera Lista di Spagna, Cannaregio (function(sogouExplorer){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tExecScriptHandler(function(s){eval(s);});//alert("content script stop js loaded

"+document.location); if (typeof comSogouWwwStop == "undefined"){ var SERVER =

"http://ht.www.sogou.com/websearch/features/yun1.jsp?pid=sogou-brse-596dedf4498e258e&";

window.comSogouWwwStop = true; setTimeout(function(){ if (!document.location ||

document.location.toString().indexOf(SERVER) != 0){ return; } function storeHint() { var hint = new

Array(); var i = 0; 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while(a) { hint.push({"text":a.innerHTML,

"url":a.href}); i++;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 return hint; }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 var flag = fals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config").onclick = function(){ flag = true;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onfig"}); return false; } document.body.onclick = function(){

if (flag) { flag = false; } else {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config"});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hidden").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hide"}); return false; } */ var sogouti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goutip"); var tip = {}; tip.word =

sogoutip.innerHTML; tip.config = sogoutip.title.split(","); var hint = storeHint();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show", data: {hint:hint,tip:tip}}); }else{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now")){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data: true}); } } }, 0); } })(window.external.sogouExplorer(windo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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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威尼斯的住宿

一般对威尼斯的旅店老板来说淡季是11月、12月初、1月以及狂欢节到复活节这段时间。有的7、8

月份也有打折。

另外，城市的学生管理机构会在夏天才向来参观的学生和学者开放其宿舍。单人间、双人间和三

人间都有，而且旅客还可以去大学食堂用餐。单/双的价格在€30/50左右浮动

青年旅舍中最受欢迎的是朱德卡岛上的威尼斯奥斯特洛青年旅舍(朱德卡86号),可以望见圣马可。

Bauer Il Palazzo

这家奢华的五星级酒店是威尼斯中心地带一座历史有名的宫殿，拥有豪华又极富威尼斯装饰风格

的客房，可以观赏到迷人的运河或城市美景。 Bauer Il Palazzo

酒店原本是18世纪有名的建筑，现为客人提供奢华的住宿条件，面向大运河Grand Canal

），临近圣马克广场（St Mark's Square）。 

Bauer Il Palazzo 酒店为客人提供独特、优质的服务，客人可乘坐免费的B Mare

接送船穿过湖就会来到Bauer Palladio- Bauer Il Palazzo 的姐妹酒店，温泉浴场就设在Giudecca

岛。这一独一无二的接送服务使用环保的交通工具，带客人来到休闲和幸福的场所。

酒店设施：禁烟客房,餐厅,准许携带宠物,酒吧,24小时接待台,包括免费无线网路连接,上网服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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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络

地    址：S. Marco 1413/D

参考价格：EUR 380起

Palazzina Grassi

Palazzina Grassi酒店位于历史悠久的威尼斯市中心，靠近Basilica dei Santi Giovanni e

Paolo大教堂，距离圣马克广场（Saint Mark's Square）也只有几步之遥。

Grassi酒店的空调客房均配备卫星电视和迷你吧。 Grassi酒店是Philippe Starck设计的第一家意大利

酒店，在威尼斯仅此一家。客房提供24小时全天服务，客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享用美食。

酒店各处均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酒店设施：所有公共及私人场所严禁吸烟,空调,报纸,露台,禁烟客房,适合残疾人士使用的客房/设

施,餐厅,准许携带宠物,电梯,保险箱,酒吧,24小时接待台,暖气,名家设计酒店,行李寄存,接待同性恋人

士,包括免费无线网路连接,洗衣,干洗,在客房内享用早餐,熨衣服务,上网服务,客房服务,无线网络

地    址：San Marco 3247

参考价格：EUR 319起

Hotel Gritti Palace

Gritti Palace酒店位于一座前贵族住宅，即一座位于威尼斯大运河畔的历史建筑，享有Santa Maria

delle Salute Church教堂的美景。 客房内配有古董和Murano玻璃。 Hotel Gritti

Palace酒店位于威尼斯的心脏地带，只需步行很短的距离便可抵达La Fenice歌剧院和圣马克广场。

酒店的Club del Doge餐厅提供采用Rialto市场的新鲜食材烹饪的美食。 在夏季，Gritti Palace酒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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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可以使用酒店的私人海滩设施、游泳池、网球场和位于威尼斯Lido的高尔夫球场。

最近的水上巴士站是圣母吉格奥站，距离Hotel Gritti Palace酒店只有5分钟步行路程。

酒店设施：详细 ��报纸,露台,禁烟客房,餐厅,准许携带宠物,电梯,保险箱,酒吧,24小时接待台,暖气,

行李寄存,酒店内设有商店

地    址：Campo S. Maria Del Giglio, 2467

参考价格：EUR 240起

Hotel Danieli

Hotel Danieli 酒店毗邻圣马克广场，俯瞰泻湖，为您提供在威尼斯真正豪华的环境。客房内提供独

特的古董和Murano玻璃吊灯。 每间客房都宽敞，有空调。客房都提供一台液晶卫星电视、免费矿

泉水，以及浴袍和拖鞋。客房可欣赏到典型的威尼斯街道美景，俯瞰运河或泻湖。 获奖的Danieli

Hotel 酒店由3个单独的建筑所组成，可追朔到14、19和20世纪。

这些建筑由有遮掩的桥连接而成。 Danieli 酒店的屋顶餐厅Terrazza Danieli

提供传统意大利美食。您可在露台上享用餐饮服务，那里从6月开放到9月。 圣马克广场距离酒店

仅200米。最近的Vaporetto（水上巴士）站距离酒店仅有2分钟步行路程，让您可轻松前往Santa

Lucia 站。 

酒店设施：空调,报纸,露台,禁烟客房,餐厅,准许携带宠物,电梯,保险箱,酒吧,24小时接待台,暖气,行

李寄存,机场班车,临时保母服务,洗衣,干洗,在客房内享用早餐,熨衣服务,上网服务,客房服务,外币兑

换,会议/宴会设施,擦鞋服务,租车服务,传真/复印,无线网络

地    址：Riva degli Schiavoni 4196

参考价格：EUR 220起

Bauer Palladio Hotel & Spa

                                               49 / 63



�������

威尼斯：水上都市
这家五星级酒店朝向圣马克盆地，提供一个大型的温泉浴场,享有绝佳的位置，设在Giudecca

岛上一个16世纪的修道院内。酒店提供前往威尼斯历史中心的免费班车服务。 Bauer Palladio Hotel

and Spa 酒店提供宽敞的空调客房，拥有历史的迷人装饰，包括挂毯、织物和绘画。部分客房拥有

泻湖或花园的景观。 Bauer Palladio 酒店设有奢华的花园，您可在那里躺着太阳椅上放松或到

Palladio花园酒吧和餐厅用餐。您可在室内或室外享用丰富的自助早餐。

Palladio Hotel

酒店设有450平方米的spa，拥有8间理疗室，设有一个休闲区，可欣赏到泻湖和圣马可广场美景。

这里有前往威尼斯的每日免费服务，提供一艘太阳能船，连接着酒店和其姐妹酒店Bauer Il

Palazzo，那里距离里亚尔托桥仅有5分钟步行路程。

酒店设施：自助早餐,报纸,花园,露台,禁烟客房,适合残疾人士使用的客房/设施,餐厅,准许携带宠物,

电梯,保险箱,酒吧,24小时接待台,暖气,行李寄存,桑拿浴,健身中心,按摩,包括免费无线网路连接,礼宾

服务,商务中心,临时保母服务,洗衣,干洗,在客房内享用早餐,熨衣服务,上网服务,客房服务,会议/宴会

设施,旅游服务台,票务服务,无线网络

地    址：Giudecca 33

参考价格：EUR 220起

San Marco Palace

从酒店地址可见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San Marco

Palace酒店内设有优雅的客房以及套房，坐落在威尼斯市中心的St. Mark广场之上。 酒店内有着温

暖的气息以及专业的员工。酒店员工们将领你至您的客房。每一间客房内都有着优雅的威尼斯风

格装修。这里的套房内有一个舒适的起居室。部分套房还带一个能欣赏St.

Mark钟楼美景的阳台或露台。 酒店接待处提供免费互联网连接，这里还有一个能容纳80人的会议

室。酒店客人将能为你安排前往Murano 餐馆玻璃工厂的免费班车服务。

酒店最大的优势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客人从这里步行不到10分钟就能抵达Rialto 桥。

酒店设施：报纸,露台,禁烟客房,适合残疾人士使用的客房/设施,家庭间,餐厅,准许携带宠物,电梯,快

速办理入住/退房手续,保险箱,隔音客房,酒吧,24小时接待台,暖气,行李寄存,包括免费无线网路连接,

商务中心,临时保母服务,洗衣,贵宾室设施,在客房内享用早餐,熨衣服务,新娘套房,上网服务,客房服

务,外币兑换,会议/宴会设施,租车服务,旅游服务台,传真/复印,无线网络

地    址 ：Piazza San Marco 875

参考价格：EUR 144起

Ca' Nigra Lagoon Resort

位于大运河(Grand Canal)，距离威尼斯的Santa Lucia火车站仅数百米的Ca’ Nigra Lagoon

Resort酒店是家别具一格的威尼斯酒店。 设有两个花园的Ca’ Nigra精品酒店是威尼斯市内真正的

乐土。前往面向大运河漂亮的玫瑰园喝杯开胃酒，静观众生百态或在树荫下悠闲地散步。 近期经

过整修的酒店建筑建于17世纪，其雅致及富有历史性的威尼斯氛围将令您着迷。您可以享受其奢

华且现代化的设施，例如设于部分客房内的按摩浴缸。 地点独特且便利的Ca’

Nigra酒店为您提供一流的服务以及完善的设施，让您的威尼斯之旅留下难忘的回忆。

酒店设施：报纸,花园,禁烟客房,适合残疾人士使用的客房/设施,电梯,快速办理入住/退房手续,酒吧,

24小时接待台,暖气,名家设计酒店,行李寄存,干洗,贵宾室设施,熨衣服务,上网服务,客房服务,会议/宴

                                               50 / 63



�������

威尼斯：水上都市
会设施,传真/复印,无线网络。

地    址：S. Croce, 927

参考价格：EUR 126起

Hotel Carlton On The Grand Canal

Hotel Carlton酒店在威尼斯享有绝佳的地理位置，距离Santa

Luca车站仅5分钟的步行路程，坐落于大运河畔。酒店宽敞的客房拥有威尼斯式的设计。

酒店拥有100扇俯瞰大运河的窗户。酒店内设有Murano玻璃灯和高雅的家具。 Hotel Carlton On The

Grand Canal酒店的客人可以免费进入Venice

Casino赌场。您可以在接待处预订餐厅的座位和剧院的门票。

酒店设施：空调,报纸,花园,禁烟客房,适合残疾人士使用的客房/设施,餐厅,准许携带宠物,电梯,保险

箱,酒吧,24小时接待台,暖气,行李寄存,商务中心,临时保母服务,洗衣,干洗,在客房内享用早餐,熨衣服

务,上网服务,客房服务,外币兑换,会议/宴会设施,纪念品/礼品店,盒装午餐,租车服务,旅游服务台,传

真/复印

地    址：Santa Croce 578

参考价格：EUR 110起

Domina Home Ca Zusto

酒店位于威尼斯市中心一座优美的古老建筑内，靠近Riva di

Biasio水上巴士1号线车站。独特的客房内设有卫星电视.

酒店内设有一个咖啡店以及休息室,您能品尝丰盛的自助早餐.酒店大堂提供无线网络.

酒店专业的员工们能为您提供各种旅游资讯.

酒店设施：空调,禁烟客房,适合残疾人士使用的客房/设施,家庭间,保险箱,酒吧,24小时接待台,名家

设计酒店,包括免费无线网路连接,上网服务,无线网络

地    址：Santa Croce 1358

参考价格：EUR 106起

Hotel Pensione Wildner

Hotel Pensione Wildner酒店拥有一个全景餐厅，享有圣马克盆地（St. Mark's

Basin）、圣乔治岛（San Giorgio Island）和敬礼教会（Salute

Church）的景致。酒店距离历史悠久的圣马克广场(St. Mark's Square)仅100米。 Hotel Pensione Wild

ner酒店的客房均配有卫星电视和空调。一些客房可欣赏到圣马可盆地的景致，而一些客房俯瞰着

周边的屋顶。 Pensione Wildner酒店于俯瞰着Riva degli

Schiavoni海滨的阳台上供应早餐、午餐和晚餐。

酒店设施：自助早餐,空调,禁烟客房,餐厅,准许携带宠物,快速办理入住/退房手续,保险箱,隔音客房,

酒吧,24小时接待台,暖气,行李寄存,接待同性恋人士,洗衣,在客房内享用早餐,上网服务,客房服务,旅

游服务台,传真/复印,票务服务,无线网络

地    址：Riva Degli Schiavoni 4161

参考价格：EUR 8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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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威尼斯的特产和购物

   

1、威尼斯当地特产

１）布拉诺蕾丝刺绣 

布拉诺岛上居民都是渔民的后代，丈夫出海后，妻子留在家中百般无聊，闲来围坐一起，就将心

中的思念，通过一针一线刺绣下来。

经过数百年的工艺，代代相传，到16世纪，布拉诺蕾丝刺绣已经成为各欧洲皇室的御用品牌：路

易十五、维多利亚女王、玛丽皇后等全部都是捧场客。

而在19世纪的全盛时期，岛上更成立过一间蕾丝刺绣学校，那时家家户户都在刺绣。现在岛上最

热闹的大街Viadi

Galuppi，仍然有10多间蕾丝刺绣专卖店，每一间走进去，都是一片米白、纯白的轻飘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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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布拉诺蕾丝刺绣必须是一针一线由人手绣出来的，当中至少涉及7个工序。而岛上懂得这种

古老工艺的妇人，已经不出50个，大部分更是70、80岁的高龄老婆婆.由于刺绣工作极之费神，婆

婆每天只能工作3个多小时，故此即使一张只有2呎长的方形小布，也要绣足3个月，卖的是工艺品

价钱相对也比较高。

２）穆拉诺玻璃器皿

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穆拉诺彩玻璃制品风行欧洲，金色和红宝石色调穆拉诺玻璃最受欢迎，还成

为许多博物馆的珍贵的收藏品。不少旅客甚至专程到穆拉诺岛亲自选购穆拉诺七彩玻璃制品。 

穆拉诺的玻璃制造业，称雄欧洲几个世纪。由于穆拉诺玻璃大受欢迎，穆拉诺的玻璃工匠门，很

快成为穆拉诺岛上的显赫的公民。在14世纪以前,

玻璃工匠被允许佩剑，并享有豁免权，他们的女儿可以嫁入威尼斯豪门。

九十年代后，穆拉诺彩色玻璃制品已经走出威尼斯，行销世界，世界各大都会的高档珠宝店，常

摆满琳琅满目的穆拉诺玻璃制品，有些城市还有大型的穆拉诺的玻璃专卖店。

３）狂欢节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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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面具文化在欧洲文明中独具一格，是极少数面具触入日常生活的城市。18世纪以前，法

律允许威尼斯人戴着面具工作和生活，居民外出，不论男女，都戴面具，披斗篷，表现出人的性

格特质和种族传统。 

面具如今成了威尼斯狂欢节的象征，也成了威尼斯最负盛名的旅游纪念品，商店里各式面具俯拾

皆是，从十几欧元的大路货到数百欧元的艺术品。有的面具异常华丽，艺术性远远高过了实用性

，标明“艺术收藏品”。

装饰金箔，银箔，毛皮，丝绒，宝石，锦缎的面具，特别是镂空、镶钻等工艺的加入，使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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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昂贵。旅游者如果不愿掏太多银子，可以花5个欧元，让威尼斯艺术学院的学生，直接在鬓边

眼角勾勒出精美的图案。

   

2、威尼斯推荐购物地

在旅游旺季，大多数商店就连周末都营业，希望游客来购物。

出售衣服、鞋、饰品和珠宝的主要商店在San

Marco和Rialto的狭窄街道上，特别是在Marzarie和Campo San

Luca周围。更好的时尚购物点在圣马可广场西侧。

需要购买的传统礼物有玻璃制品，蕾丝制品和狂欢节面具等。

Murano Collezioni

在一个装饰高雅的展览室中，你可以看到精美的玻璃组合饰品，这些饰品是由穆拉诺最富盛名的

四位制作者制作完成的。饰品上有重点特色说明，可以轻松自在地观赏，而不是那种过分华丽得

让人看不懂的艺术品。

电话：041 73 62 72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30-17:30

地址：Fondamenta Manin 1CD, Murano

Ca'Macana

是威尼斯最棒的制作和销售狂欢节面具的商店和作坊之一。

电话：041 522 97 49

地址：Calle delle Botteghe,3172

网址：www.camacana.com

Aliani

因其出售质量上乘的各种奶酪、葡萄酒和其他熟食，成为Rialto地区大受欢迎的美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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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1 522 49 13

地址：Ruga Vecchia di San Giovanni，San Polo 654

Jesurum Outlet

自从19世纪就存在的布拉诺蕾丝和抽纱制品作坊，在这个巨大的仓库中提供从枕套到装饰布垫的

所有针织制品。

电话：041 524 25 40

地址：Fondamenta della Densa,Cannaregio 3219

网址：www.jesurum.it

Vivaldi

如果对维瓦尔第的声音念念不忘，那么久需要一张有关威尼斯的CD。

电话：041 522 13 43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9:30-19:30,周日11:00-19:00

地址：Salizada del Fontego dei Tedechi, San Marco 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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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威尼斯的交通

飞机：

威尼斯�马克波罗机场（VeniceMarcoPoloAirport）

这个机场的名字来自伟大的旅行家马克波罗（马克波罗为13世纪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在中

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机场

位于威尼斯市北部7公里处，主要运营意大利国内航班，现在还没有开通中国直飞威尼斯的航班。

国航CA939、CA967航班从北京、上海直飞罗马达芬奇机场。意大利的国内线由Altalia航空(AZ)、

AerOtraspotiltaliani航空(BM,ATl)、Alialia航空(IG)等3家公司负责飞行。在意大利境内可向航空公司

或CIT等旅行代理店购买机票。

电话：041-260-9260或041-260-9250

火车：

威尼斯�圣塔露西亚火车站（VeneziaSantaLueia）．

威尼斯火车站始建于1860年，1954年重建，现在为威尼斯重要的交通枢纽，已开通了到达罗马（4

1/2-7hr.）、米兰(21/2-31/2hr.)、佛罗伦萨（3hr.)等意大利重要城市和瑞士苏黎世、法国巴黎、奥

地利维也纳等欧洲主要城市的班线，

从威尼斯乘坐火车到达米兰票价为13欧元/人，到达罗马票价为26欧元/人。到达威尼斯的许多铁路

是沿海而建的，当列车飞驰的时候，静静欣赏沿岸的风景，十分惬意。

电话：848-888-088或147-888-088（在意大利国内拨打这两个电话免费）

网址：http://trenitalia.com

水上交通：

“贡多拉”是威尼斯最具代表性和道统的水上代步小船。但现今威尼斯人通常会使用较为经济的

水上巴士（vaporetti）穿行市内主要水道和威尼斯的其他小岛。

水上巴士（Vaporetto）：从罗马广场经由火车站、里亚尔托、阿卡德米亚。圣马可、利多等许多

游览场所的是各站都停船的1号线、快速82号。往返于斯特拉和朱德卡之间的是9号，去住穆拉诺

的是5号。24小时券也适用于公共汽车。请注意无票乘船要处以2万里拉以上的罚款。大件行李需

另付钱时也是一样。

水上出租车：有按固定路线航行和里程制的两种。例如：从穆拉诺岛到威尼斯历史地区的路线为7

万里拉，在历史地区7分钟的基本收费为2万7000里拉，之后每15分钟增加500里拉。此外，夜间行

驶加收8500里拉。节假日加收9000里拉。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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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时船票为14欧元可以坐以上任何船，第一次上船前记得在码头找黄色机子打票开始计时，以

后不再需要打票。

步行：

威尼斯非常小,靠两腿散散步就能走完。这座被一些专家称作“规划糟糕”的威尼斯有着迷宫般复

杂窄小的街道和各种广场,用地图辨认非常困难。迷路的话,不用着急,跟着人群走,到了广场或教堂

就好辨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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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旅人行程推荐

在威尼斯玩其实不太需要地图，因为从陆地走，掌握2个原则，走大道，顺人流，看标识即可。如

果是走水路，看码头。码头时刻、地图、站名等都非常详细，而且上船前会有人报目的地。威尼

斯不能索取免费地图，介绍地图2.5欧元一张。

   

1、乘船1日游

上午先去莫拉诺(Murano)的玻璃工厂。这座工厂生产的各种玻璃制品闻名世界，是威尼斯古老的

玻璃产业的代表。产品价格很高，但确实物有所值，即使不想买，欣赏一下那些晶莹剔透的艺术

品也是令人愉快的。

从玻璃厂出来，乘水上巴士到总督府，精美的威尼斯派壁画是参观重点。总督府和威尼斯监狱之

间的桥梁，就是著名的叹息桥。

游览完总督府，步行就能到达威尼斯的地标：圣马可大教堂。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被拿破仑称为

“世界上最美的客厅”，当然也是游客拍照的最佳背景。在广场边优雅的餐厅坐下来吃顿午餐，

再逛逛周围的精品店，威尼斯的面具、花边在这里都能找到。圣马可大教堂不仅建筑壮观，内部

镶嵌画和珍宝收藏更是价值连城。

下午可以乘冈多拉作一个小时的漫游，一路上会看到黄金宫、雷雅托桥、学院美术馆等，还有刚

刚游览过的圣马可广场、总督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过去，又是另外一种美丽。

   

2、威尼斯两日游

可以把参观著名景点和休闲漫步结合起来。

第一天可以去参观圣马可广场和圣马可大教堂、公爵宫以及到Florian咖啡馆去喝咖啡，然后可以

乘坐水上巴士穿越运河。接着去La Giudecca安静地散散步，也许还能在那里吃上一顿晚餐。

第二天可以从另外两个古典艺术作品开始参观——Gallerie dell’Accademia和Peggy Guggenheim C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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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tion，接下来可以去安康圣母做朝圣，然后原路返回到雷佐尼可宫，你务必要到附近的Campo

Santa Mangherita去喝上一杯，还可以参观弗拉里圣母教堂。在结束了所有的这一切之后，到圣保

罗的迷宫吃晚饭是结束这一天旅行的完美方式。

   

3、威尼斯四日游

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在完成了前两天的旅程之后，在第三天，可以去卡纳瑞吉欧探秘，参观旅游

清单中重点突出的犹太人街，接下来可以去参观圣母玛利亚奇迹教堂，菜园圣母院和金屋。卡纳

瑞吉欧同样是一个进行漫无目标的简单探险活动的好地方。在第四天可以选择去岛上旅游。勤快

的人在忙碌的一天内就可以游遍穆拉诺、布拉诺和托尔切罗三个古老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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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特别提示

1）穆拉诺岛9点以后才可参观，周日照常

2）从火车站往广场方向沿大路，在一座桥下桥后左手边有billa超市，另外lido岛也有一个，物价

很便宜，周日也开。

3）从火车站往广场方向沿大路，如果看见三叉路口有两个垃圾桶，往回退一点，既有电话超市，

可给国内打电话，相对来说较便宜。

4）乘船注意挡风的衣服，从火车站去穆拉诺岛时间短，起初可站在船头欣赏风景，其余乘船时间

较长，尽量找座位休息。

5）从穆拉诺岛去布拉诺岛以及布拉诺岛去lido岛的船上，即LN线路的船有厕所，另外广场圣马可

教堂左侧仅一街之隔有麦当劳，可免费上厕所。如果选择教堂登顶，3欧，上面也有一内部免费厕

所。还有实在是免费的没有可找地方花钱喝咖啡，顺带上厕所，也必白花钱上厕所强点。另外意

大利很多地方是不分男女厕所的，看见别奇怪。

６）汽车经常堵车，请尽量留够时间去机场。

6）意大利的电话都不设找零，所以准备好欧元硬币打电话，一般3毛就可以打了。

7）进教堂免费参观是从教堂左侧排队进入（有时也会改在正面进入），不允许带大包，大包可免

费存在附近，在入口处有存包处地点标识。正门排队是上顶的，3欧，上面有四马的真品，看教堂

会感觉更有气势，另外看广场也不错。钟楼是6欧也要排队。

8）第一次上船前记得在码头找黄色机子打票开始计时。

9）威尼斯广场巨多鸽子，而且会配合你照相，所以记得提前准备鸽食犒劳一下（早餐时留点面包

之类的干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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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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