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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往欧洲的窗口——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一座曾经承载着复兴之梦的城池，一个彼得大帝用梦想建造的杰作。作为俄罗斯最欧

化的城市，它被普希金赞颂为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窗口”。圣彼得堡风光迤俪，河流纵横，桥梁

众多，又被称为“北方威尼斯”。

涅瓦河(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圣彼得堡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历史。1703年，彼得大帝在涅瓦河三角洲的兔子岛上建立了彼得保罗

要塞，后扩建为城，称圣彼得堡，为帝俄时代的通海门户。自1713年起200余年内它一直是俄罗斯

帝国的首都，1914年改称彼得格勒。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又恢复原名为

圣彼得堡。在历史上，圣彼得堡曾是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工业中心，现为俄西北联邦区的首府

。

在圣彼得堡，拂面而来的不仅有波罗的海的海风，还有从彼得大帝时代就积淀下来的贵族气息。

无论是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冬宫，还是典雅豪华的皇家园林夏宫与皇村，或者是喀山大教

堂和伊萨基耶夫斯基大教堂，都让人感到贵气逼人。无疑，与600多公里以外的莫斯科相比，圣彼

得堡更具有皇家风范。历史上，从彼得大帝时期到十月革命的200年间，圣彼得堡一直都是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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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都。

举世闻名的夏宫(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没去过圣彼得堡，就没有真正到过俄罗斯。”—— 俄罗斯人如是说。

最佳旅游时间：

6月—9月，但一年中的雨水也大都集中在这几个月里，每隔两三天必定有一场阵雨。此时前来游

玩的游客，要记得带一把雨伞，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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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地理位置

圣彼得堡景点分布图

                                                 6 / 76



�������

圣彼得堡:北方威尼斯
  

二、行前准备

1、签证

俄罗斯签证办理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国内旅行社标价非常高，如时间充裕可以考虑自己办理签证

，莫斯科有些饭店可以代办邀请信，条件是支付一定的费用并在该饭店住宿，但这种邀请函是否

被俄罗斯使馆接受，视其所在国家而异。俄罗斯签证的特殊之处在于大使馆／领事馆对中国公民

的个人旅游要求提供外务部授权的俄罗斯旅行社的邀请信原件，因此也可以找俄旅行社代办邀请

信。推荐该网站：www.russianvisas.org，

他们明确写明可以开长达30天的邀请函的，不论天数每份65美金，可以通过航空信（15美金）或

者DHL/FEDEX（100美金）邮寄。所谓的邀请信其实就是一张横着打印的A4纸，分为两部分，左

面是邀请函，俄文，有被邀请者信息，到达城市，酒店名称及地址以及旅行社信息（包括俄国外

务部的授权号）。右面是酒店的回执（Voucher），英文的酒店名称和地址，出境入境时间和全程

总逗留时段。

旅游签证：

使馆网站列出的旅游签证材料如下：

1、有效护照及护照主页复印件

2、两张照片（3.5cm x 4.5cm）

其实对照片的尺寸要求不是很严，办护照的照片都可以。如果贴在签证申请表上领馆工作人员会

帮你撕下来，所以不用贴

3、签证申请表（应回答表内所有的问题）

申请表可以在使馆网页下载，确认了可以用中文填写。

4、俄罗斯旅行社签发的确认接待外国旅游者的邀请函原件及其复印件

5、俄罗斯旅行社签发的酒店订单原件及其复印件

以上两项就是前面说到的那张A4纸的左右两部分，领馆会在比较原件和复印件并作记录后留下复

印件，然后提醒你去俄罗斯时要带上原件。

6、往返机票的复印件

这项在英文版中并未提及。

未列出但是必需携带的：

7、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身份证原件是进领事馆时必须的，会被门口的警卫收走并且非常认真的与本人和护照对照。复印

件会和其他材料一起交给领馆。

另外根据北京大使馆的说法，有了邀请函随时都可以去办签证，但是俄罗斯旅行社则提醒领馆一

般不会提供三个月后入境的签证，也就是说签证签发日的三个月内一定要入境。

签证费：不论三天过境签证，还是一年以上多次往返的学生签证，签证费均为50美元。五个工作

日后取签证（申请加急，三天费用加倍，当天取为12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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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和兑换率：货币为卢布（RUSSIAN ROUBLE）,兑换率为1美元=30.7卢布 ，不接受人民币

。入境携带500美元以上必须申报，否则出境会有问题，甚至可能会被没收。办完入境手续等行李

时，也可能随时被工作人员拉住检查护照，并填写一些莫名其妙的表格。

5卢布

1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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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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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卢布

3、电压：

俄罗斯用的是220V的电源，在街上也有卖转换插头的，如果有国内的三头电源插不进去的时候可

以去买一个，或者问一下青年旅社的前台，应该也有的。

4、门票：如能办一张国际学生证，门票会节省很多。

5、语言：

官方语言是俄语。不懂俄语在俄罗斯旅行是个挑战，就是在首都莫斯科，路名和地铁标志也一概

俄文，除了广告外，英语标志几乎为零，能说英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好在俄语也是拼音文字，

拿一份英俄对照的地图，挨个字母对，不久就能认识路名了。在一些著名旅游景点还能找到懂英

语的人。

6、装备：

带单反相机，尤其要广角镜头。理想的配置是女士持广角，拍风景，男士持定焦，拍女士。因为

强度和难度都不大，相机沉一点没关系，太美了，完全值得。

7、备用电话：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电话：007-095-9382006 传真：007-095-9561169

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值班电话：007-812-1147670

圣彼得堡市特别警察局值班电话：2783014或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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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得不去圣彼得堡的八个理由

   

1、漫步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博物馆——冬宫

 (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又称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起

，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收藏的东西多的超乎想象，据说仅里面的藏画，如果你在每一副画前停

留3分钟，你需要一整年的时间才能看完。有世界大师达芬奇，丢勒，米开朗基罗，贝尼尼，伦勃

朗，门采尔，莫奈，毕加索等等等等的油画和雕塑，版画，还有俄罗斯国宝级的画家列宾，苏里

柯夫，契柯夫，希师金等的画，以及木乃伊和很多古国的文物，其实冬宫的许多展品放到世界其

他的地方，都可以称得上是镇馆之宝，可这里宝贝太多，所以究竟哪个展品是让冬宫骄傲的？没

人可以说的出。一定要去，花一整天在那也很值得，照片永远体现不出真迹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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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惊艳波罗的海边的皇家园林——夏宫

 (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游俄罗斯必看三大宫，即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圣彼得堡的冬宫、夏宫。夏宫它是彼得大帝的避

暑行宫，有宽阔的草坪、花园，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镶有许多精美雕刻艺术品的宫殿。说它引

人入胜，不在其占地近千公顷的规模，也不在装饰极其华丽的宫殿，更不在人工味儿十足的大花

园，更多的在于64个喷泉和250多尊金铜像组成的梯级大瀑布，以及波罗的海边的壮阔风景。中央

的“参孙斗狮”雕像高3米，喷出的水柱高达22米，阳光下的水珠晶莹透亮。一些儿童在玩情趣喷

泉，踩到有传感器的石子，水柱就会从四面八方喷射到身上，夏宫内部的豪华不亚于冬宫。夏宫

既有卢浮宫的典雅，又有凡尔赛宫的富丽、更有白金汉宫的奢华，被誉为“俄罗斯的凡尔赛”。

   

3、迷失金碧辉煌的昔日女皇宫殿——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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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唐伯虎点蚊香 提供)

又称叶卡捷琳娜宫，是叶卡捷琳二世女皇修建的。宫殿的格局则是建筑精巧淫靡，色彩清新柔和

，弥漫着女性的柔美、娇媚的风韵。可以说园中到处是诗，到处是画，无处不飘动着令人心醉的

旋律，无处不弥漫着花草的芬芳，女皇生前声色犬马、骄奢淫靡的气息依然沁淫着整座园林。叶

卡捷琳娜宫的特点就是金碧辉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天蓝色的外表耀眼夺目，造型丰富的雕塑

和凹凸有致的结构使数百米长的建筑，顶部有着五个金色洋葱头形圆顶的皇宫教堂，使宫殿真正

成为符合皇家气息的建筑。镀金的鹦鹉，镀金的烛台，镀金的雕饰，满屋的珠光宝气， 随便挖一

小块都够一辈子用了。这些景色。使人想起了那些俄罗斯风景画大师们的油画，在这样的自然环

境下，当然就会画出那样风格的作品。

   

4、拥抱世间最美教堂--滴血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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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滴血教堂，多么凄美的名字，它也叫做基督复活大教堂，是为了纪念亚历山大二世在这里遇刺身

亡而建立的，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教堂。其精妙绝伦的华丽装饰和独具匠心的绝美造型，就像

一段活灵活现的“立体的音乐”，充满了震撼人心的韵律与节奏，极具视觉享受。

如果是夜晚，幽静的夜幕下，灯光照射下的滴血大教堂影映在河水中，动静相得益彰。顿时间，

可以激起你对这个童话国度的无限遐想。

   

5、游走历史老街涅瓦大街，看圣彼得堡的前世与今生

                                               14 / 76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285&do=album&picid=52759


�������

圣彼得堡:北方威尼斯

涅瓦大街旁的喀山大教堂(图片由网友 @唐伯虎点蚊香 提供)

果戈里在小说《涅瓦大街》中曾写道：“最好的地方莫过于涅瓦大街了，对于圣彼得堡来说，涅

瓦大街就代表了一切。这条街道流光溢彩，只要一踏上涅瓦大街，一种游乐气氛便扑面而来。”

走在涅瓦大街上，就像进入了历史的画卷，你可以欣赏到各类教堂、众多的名人故居以及历史遗

迹。涅瓦大街真是一个信仰宽容的地方，在这里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新教的圣彼得和保罗教堂

、天主教的圣凯瑟琳教堂、荷兰教堂、亚美尼亚教堂等等，共处一地而相安无事，让人不禁为之

惊讶不已。没有哪座建筑少于百年历史，没有哪个楼房里不藏着动人的故事。不经意间，你就会

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穆索尔格斯基、沙利亚平等人的故居或庄园，所到之处无不令人

感受到文学家们当年的文思激越和诗人最后的激情与浪漫。透过这条老街，似乎能看到整座城市

的前世与今生。

   

6、参拜最灵验的喀山圣母像，让凡尘之心在教堂中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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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如果说建筑有性别的话，那么喀山大教堂就象一个有着美髯胡须，深沉，壮美的男子，你会为他

那高大俊朗的气度所折服。里面空间高大无比，富丽堂皇，金碧辉煌，与其说它是座教堂，不如

说更象是座宫殿：华贵的大理石柱列分隔出了宽敞的长方形主堂及两边的侧堂，中央穹顶华丽辉

煌，仰视可见一幅圣母天顶图⋯⋯ 凡人在此高大堂皇之下会感觉自己是如此眇小而单薄。教堂修

建得如此高大，是为了上帝要从天而降呢，还是为了让人们去仰视上苍，离上帝更近些呢？不得

而知。而俄罗斯最最灵验的喀山圣母像，据说她曾无数次显灵，拯救危难的俄罗斯与水火，如果

你有幸前往，你定要诚心参拜哦。

   

7、荡漾在涅瓦河，感受波罗的海的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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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唐伯虎点蚊香 提供)

游览圣彼得堡，有一项特色活动，即“北方威尼斯”特有的游船。船上还有人为您表演《三套车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把大家带进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光。

看着两岸美丽的风景，你会暗自感叹，这座古城确实是一座名名符其实的“水城”。宽阔的涅瓦

河碧蓝清澈，蜿蜒流过老城中央，几十条支流纵横交错于古建筑群之中，宛如一条条闪光的锦带

，装饰着历尽岁月而略显沧桑的古城。乘船荡漾其中，你会感受到波罗的海吹来的清新海风，你

能看到蓝色的河水波光粼粼，两岸的古建筑倒映在河水中丰姿婀娜。

   

8、享视觉盛宴，看原汁原味的天鹅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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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湖(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圣彼得堡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歌剧院和众多的芭蕾舞团体。任选一家喜欢的，紫色的幕布

在大剧院里拉开，全场一片寂静。经典的柴可夫斯基“天鹅湖”响起，在灯光的照耀下，舞台上

出现了扮演奥杰塔的女演员笔挺的足尖，弯曲的玉臂，修长的脖颈和四肢，圣洁的羽毛裙，婀娜

多姿，美不胜收。细腻的感觉，轻盈的舞姿，强韧的耐久力，完备的技巧⋯⋯这就是芭蕾，这就

是俄罗斯，这就是《天鹅湖》。天鹅湖水碧波荡漾，一群天鹅在活泼戏水。天鹅公主遇见了心中

的王子。四小天鹅在欢快的钢琴曲的节奏下跳起了欢快活泼的舞蹈⋯⋯观众深深地陶醉在艺术之

中。当乌云消散，爱情的力量战胜了邪恶，天鹅姑娘恢复了人形，王子与奥杰塔迎着晨曦，庆幸

新生之时，大幕徐徐落下⋯⋯此时，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能停息。

剧院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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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斯基剧院(Мариинскийтеатр)

  是世界闻名的基洛夫芭蕾舞团河剧团的所在地，也是旅行者的必到之处，就算只是参观他那闪

亮华丽的内部也值得。如果要去剧院参观，可以在网上预订门票，还可以参观附近的新音乐大厅

或享受一次听觉上的盛宴。

电话：326 4141

售票：11:00-19:00

网址：www.mariinsky.ru

米哈伊洛夫歌剧和芭蕾舞剧院

在规格和表演范围上都可以跟马林斯基剧院相媲美，而且同样历史悠久，重修得美轮美奂。

电话：585 4305

网址：www.mikhailovsky.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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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彼得堡的美丽瞬间

   

1、冬宫

冬宫（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音译为艾尔米塔什，座落在圣彼得堡宫殿广场上，原为俄国

沙皇皇宫，十月革命后辟为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奇博物馆的一部分。它是18世纪中叶俄国巴洛

克式建筑的杰出典范。它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起，

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该馆最早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私人博物馆。

冬宫外部(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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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4年，叶卡特琳娜二世从柏林购进伦伯朗、鲁本斯等人的250幅绘画，存放在冬宫的艾尔米塔什

(法语，意为“隐宫”)，该馆由此而得名。为了彰显权势，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的34年间(1762-17

96)，不断大量的收购拥藏各种类别的艺术品，包括1万6000枚的硬币与纪念章。她在位的头十年

便购置了约2000幅画。她的图书馆里的3万8000册书籍则反映了她严肃的阅读生涯——她读伏尔泰

，也读卢梭作品，并与伏尔泰保持通信多年，一直到后者于1778年逝世为止。凯特琳过后将他700

0册的藏书买下来。随着收藏品的增多，从1764至1789年先后建造了小艾尔米塔什和大艾尔米塔什

。现在博物馆占有5座大楼，有从古到今世界文化的270万件艺术品，包括1.5万幅绘画、1.2万件雕

塑、60万幅线条画、100多万枚硬币、奖章和纪念章以及22.4万件实用艺术品。

东方艺术馆拥有公元前4000年以来的展品16万件其中有几千件古埃及的文物，如石棺、木乃伊、

浮雕、纸莎草纸文献、祭祀用品和科普特人的纺织品，世界上最大的伊朗银器，以及巴比伦、亚

述、土耳其等国的文物。

地址：宫殿滨河街34号。

        门票：400卢布

交通：到涅瓦大街地铁站下。

开放时间：10：30-17：00，周一休息。

旅人提示：博物馆内允许拍照摄影，但是器材得购票，照相机200卢布/人。

   

2、夏宫

夏宫（Петергоф）位于圣彼得堡西南约30公里处，它面向芬兰湾，由美丽的喷泉、公园

、宫殿组成。大北方战争的取胜，使彼得大帝的野心得以极大满足，为了彰显俄罗斯作为名副其

实的“大国”的地位，需要建造一座与之相适应的宫殿——这就是夏宫，后经历代沙皇对它进行

一步雕琢、润饰，使得它更加美丽、迷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遭到德国军队的破坏，后经修

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建造这座宫殿，集中了当时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全世界优秀建筑师、工匠。彼得大帝也亲自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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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参加到工程筹划之中，并做了一些指示。今天保留下来的由他亲自设计的规划图纸等达十几

幅之多。宫殿、公园竣工仪式于1723年举行，是在彼得大帝去世前两年。

夏宫（Петергоф）由法式的上公园、拥有壮丽喷泉的下公园以及之间的大宫殿三部分组

成。 

(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 提供)

交通：从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前的渡口出发，乘坐快艇约40分钟便可到达，在旅游旺季10:00-18:00内

，有多艘次从这里出发。另外可以从波罗的海地铁站出发，乘坐K404路公交；或从汽车站地铁站

出发，乘坐K343路小型公交。需约40分钟至1小时时间。

网址：www.peterhof.org

上公园

门票：免费

下公园

        门票：400卢布

电话：007（812）420 00 73

开馆时间：9: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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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滴血大教堂

滴血大教堂（Спас на Крови）也被称为复活教堂，滴血教堂建造于1883年至1907年, 

是圣彼得堡地区少有的纯俄罗斯风格建筑，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在此遇刺身亡,所以教

堂命名为滴血教堂。 

(图片由网友 @唐伯虎点蚊香 提供)

按当时的设计要求，它必须充分体现俄国风格，所以建筑师巴尔兰德以莫斯科红场上的瓦西里升

天大教堂为蓝本，建造了这座教堂。教堂外貌的艺术设计灵感，主要来源自莫斯科雅拉斯拉夫斯

基火车站的建筑风格及红场上的瓦西里升天教堂。而教堂整体之具体建筑结构，则来自于修道院

院长大司祭伊格纳奇依的构想。据传说大司祭伊格纳奇依在睡梦中显现出这座未来教堂的设计蓝

图。1883年9月14 日举行了奠基典礼。历经24年的兴建工程，直到1907年8月19日正式完工，并由

尼古拉二世举行隆重地开幕仪式，国家政要及皇亲国戚均应邀观礼。

复活教堂内部嵌满了以旧约圣经故事为体裁的镶嵌画。与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相比，它的外貌更加

美丽、更加生动。滴血教堂（Спас на Крови）上有五光十色的洋葱头顶,反映了俄国

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典型的东正教教堂建筑风格。教堂轮廓美丽,装饰花花绿绿,与古老俄罗斯风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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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古典式的建筑物成鲜明对比。

地址：格里鲍耶陀夫运河滨河路2A号

电话：007(812)315 16 36

       门票：350卢布

交通：在涅瓦大街、商场地铁站下车

开放时间：夏天10:00-20:00

冬天10:00-19:00(入场须在闭馆前1个小时)

休息时间：周三

网址：www.cathedral.ru

   

4、喀山教堂

喀山大教堂（КаЗанский Cобор）是根据沃罗尼欣的设计于1801-1811年建成的，专

为存放俄罗斯东正教的重要圣物——喀山上帝之母圣像而建造，并因此而得名。它的外貌具有典

型的当时帝国风格的特征。大教堂正门两侧有造型严谨的古典式柱廊向外延伸，宏伟壮观，形成

一个半圆形广场教。柱廊的后面露出高达70米的教堂圆顶。教堂前的广场上有一座花岗岩喷泉，

还有两位俄国统帅库图佐夫和巴克莱�德�托利的纪念像。 

(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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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在设计这座教堂时遇到不少困难。根据东正教教规要求圣堂必须面向东方，因而必然造成

教堂往往是侧面对着主要大街。建筑师们采取了把侧面设计得十分壮观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因为人们一看气度非凡的柱廊，就忘记了这不是教堂的正面。这种处理方法极其大胆，富有特色

。高大的圆顶居中耸立在一排排圆柱上空，圆顶有70米高。大教堂正面的浮雕、北面柱廊上的雕

刻、殿内装饰和油画均出自名家之手。喀山大教堂的内部不大像一般的教堂，而更像一座宫殿。

它明亮、轻快，以柱列分隔的长形主堂高大宽敞，中央穹顶辉煌华丽，仰视可见一幅圣母图，周

边饰以圣经人物雕刻和水彩壁画。

地址：喀山街2号

电话：007(812)318 45 28

开馆时间：8:30-20:00(周日早上6:30-20:00)

门票：免费

交通：在涅瓦大街、商场地铁站下车。

网址：www.kazansky-spb.ru

   

5、彼得堡罗要塞

                                               25 / 76

http://www.kazansky-spb.ru


�������

圣彼得堡:北方威尼斯

全景图(图片由网友 @唐伯虎点蚊香 提供)

彼得堡罗要塞（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ъ）坐落在圣彼得堡市中心涅

瓦河右岸，是圣彼得堡著名的古建筑。该要塞1703年5月27日(旧俄历16日)由彼得大帝在兔子岛上

奠基，它与圣彼得堡同龄。彼得堡罗要塞（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ъ

）的建设使役了大量的瑞典俘虏及农奴，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耗时约半年才完成了木造要塞的

工程。至1906年，为使要塞得到进一步加固，开始修筑石墙。圣彼得堡是在要塞的保护下诞生和

发展的，彼得堡罗要塞（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ъ）是作为俄国同瑞

典进行北方战争的前哨阵地创造的。彼得大帝亲自为它选择了一处易于防御的地点，亲自监督建

造工作。后几经扩建，建成这座六棱体的古堡。古堡的墙高12米，厚 2.4-4米，沿涅瓦河一面长700

米。但是作为要塞它并未取得实际效果，反而成为收监政治犯的监狱，可以说它是背负着俄罗斯

沉重历史阴影的一个要塞。

地址：兔子岛

电话：007（812）230 03 29

开馆时间：11:00-18:00，周二11:00-17:00（闭馆前一小时禁止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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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在戈利科夫斯卡亚地铁站下车。

网址：www.spbmuseum.ru

   

6、皇村

皇村（Царское Село）位于圣彼得堡市南部约25公里处，意思是“沙皇的村落”，在

200多年的时间内，这里一直是贵族们夏天的居住之所。这座名胜是以豪华的宫殿群为中心的，在

诺大的一座庄园里树木枝叶繁茂、苍翠欲滴，展示着四季变换所带来的美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它虽然被德军攻占、毁坏，但如今已经被修缮一新，我们可以重温昔日历代沙皇在这里生活

的气息。特别是曾一度被当做传说的叶卡捷琳娜宫中“琥珀屋”的修缮完工，让来这里观光的游

客川流不息。 

(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皇村（博物馆保护区）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位于中心位置的叶卡捷琳娜宫及其附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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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场等），以及南部宽阔广大的叶卡捷琳娜宫花园所组成；在叶卡捷琳娜公园内，散布着众多

的纪念碑、小型公寓。另外一部分是由亚历山大宫殿及其身后的亚历桑德罗公园组成。这里的很

多建筑物都是对游客开放的，但是每一处展示都要加收费用。因此，太多数游客都是直奔主题—

—先游叶卡捷琳娜宫，再沿叶卡捷琳娜宫花园散步并返回。

叶卡捷琳娜宫

电话：007(812)465 20 24

开馆时间：10:00--17:00

休息时间：周二、每月最后一个周一

        皇村(叶卡捷琳娜宫)：320R

       皇村公园：100R

网址：www.tzar.ru

   

7、涅瓦大街

涅瓦大街（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是圣彼得堡的主街道，它长约4.5公里、宽25~60

米，从旧海军部延伸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街道院，横穿城市的中心地带。

涅瓦大街（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还是城市中最古老的道路之一。1710年左右，它

作为连通以前造船场(今天的旧海军部)与诺夫哥罗德、莫斯科之间的道路，在沼泽之中被开辟出

来。1776年以后，它开始被称作涅夫斯基大街。作为商业大街，拥有众多繁华的建筑物，但因为

这里的建筑物都有不能超过冬宫高度的限制，相互攀比的结果，最终形成了今天高度整齐划一、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丽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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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从旧海军部向东走，首先要经过莫伊卡河。再向前走，右侧的喀山教堂就会映入眼帘。继续向前

走，渡过格里鲍耶陀夫运河，在下一个交叉路口进入地下道。从道路“向阳侧”出来，就可以进

入艺术广场；而从“背阴侧”出来，则是圣彼得堡最大的百货公司——商场。

从商场前方再走几步，就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广场，在广场里建造有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塑像。再

一直走就到路的尽头就是丰坦卡河上塔造的阿尼奇科夫桥，四尊精致的马匹与青年铜像坐镇桥畔

处。

快步走在桥上，走过一段路程后，停下脚步，定睛一看，会意外地发现竟有如此之多的趣建筑。

涅瓦大街旅游咨询中心

地址：花园街14/52号

电话：007(812)310 28 22

交通：从地铁涅瓦大街、商场地铁站下车。

开放时间：10:00-19:00(周六10:00-17:00)

网址：www.ctic.spb.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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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军部(Admiralty)

海军部大厦（Адмиралтеиство）是由俄罗斯著名建筑师扎哈洛夫设计，它以其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各国游客，使其成为圣彼得堡的象征之一。 

(图片由网友 @非洲小白脸 提供)

整个海军部大厦（Адмиралтеиство）以其严谨简明的设计风格与主题明确隆重的

雕像群，象征着俄罗斯水手们的英勇精神。建筑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闪闪发光的镀金长针，高

达72米。它被安置在大厦中央阶梯式塔楼的屋顶上。长针直插蓝天，在圣彼得堡的任何地方，都

可以看到它。整个建筑结合了古典主义建筑艺术和俄国建筑艺术的特点，56座大型塑像、11幅巨

型浮雕、350块壁画，装饰着整座大厦。它过去是海军部所在地，如今是海军学校。

   

9、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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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青铜骑士像(图片由网友 @不哭不闹只上吊 提供)

在伊萨大教堂与涅瓦河之间，有个“十二月党人”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彼得大帝的纪念碑，这

就是著名的“青铜骑士”雕像（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它是世纪纪念性雕塑艺术最完

美的作品之一。法国著名雕塑家法儿科内辛勤工作了12年完成了这一艺术杰作。铜像被安置在一

块重达1600吨的天然巨石上，头戴桂冠的彼得大帝稳骑在前蹄腾起的骏马上，显示出了所向无敌

的风采。彼得大帝炯炯有神的眼光，目视前方。该马象征着俄罗斯，而马匹践踏着的蛇，代表着

当时阻止彼得大帝进行改革的旧势力。从任何方向欣赏这座塑像，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的艺术

魅力。铜像底座的天然巨石，是当年在芬兰被发现，叶卡捷琳娜二世悬赏七千卢布，让数百名农

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巨石拖出沼泽之后，再用几根底部挖有沟槽、装有铜球的大木梁进行运输

。这块巨石沿着一条专修的道路滑行了整整一年才拉到了芬兰湾，最后用木排从水路运到了这个

广场。

   

10、彼得保罗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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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罗大教堂（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ий Собор）是彼得堡罗要塞建筑群中最著

名的建筑，建于1703年，原先是木质的，1712-1733年在原处改建为石砌的大教堂。是一座早期俄

罗斯巴罗克式大教堂。教堂的钟楼高度为122米，在城市中心地带尚属最高建筑。尖塔顶部有手持

十字架的天使塑像。高3.2米，塑像双翼伸展3.8米，塑像头上十字架高6.4米。 

(图片由网友 @不哭不闹只上吊 提供)

彼得堡罗教堂（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ий Собор）里葬着彼得大帝之后的历代沙皇

，它是沙皇一族的墓地。墓地安置在祭坛两侧，面向祭坛，右侧是彼得大帝的墓地，因墓地上有

他的半身像，很容易辨别。对彼得大帝推崇备至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埋骨于彼得大帝斜后方。教

堂里最为突出的是使用了绿色碧玉及红色蔷薇辉石的压力山大二世及其皇后玛利亚的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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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兔子岛

电话：007(812)230 03 29

开馆时间：11:00-18:00

        周二：11:00-17:00(入场须在闭馆前一小时)

交通：在高尔基地铁站下车。

网址：www.spbmusum.ru

   

11、夏花园

夏花园（Летний Сaд）是圣彼得堡的第一座花园，建于1704年。受命于彼得大帝而修建的

一座庭园，坐落在一个独立的小岛上，四周河水环绕，北临涅瓦河，东接喷泉河，西侧邻接着天

鹅运河及南面的莫伊卡河。夏花园（Летний Сaд）起初为一座修剪整齐的法式规整式庭

园。由彼得大帝亲自规划花园的设计蓝图，庭园设计师杨�罗欧季及伊凡�苏勒米完成初期的修

建工作，面积约12公顷。是圣彼得堡最璀璨的明珠。夏花园除多个林荫大道和若干个小广场景色

宜人外，最吸引游客的要数意大利大师创作的大理石雕像了。目前，花园里还有几十座艺术价值

很高的大理石雕像。这些雕像的来源基本上根据彼得大帝个人的品味，由俄罗斯驻外代表购买，

专门购入的。

开馆时间：5-9月10:00-22:00 10月-次年3月10:00-20:00

门票：免费

交通：从冬宫广场出发，徒步约10分钟

网址：www.rusmuseum.ru

   

12、缅希科夫宫

缅希科夫宫（Дворец Меншикова）是缅希科夫伯爵(1673-1729年)的宫殿。缅希科

夫伯爵是彼得大帝的朋友，曾任第一任圣彼得堡市长之职。该宫殿完工于1714年，是一座巴洛克

式风格的宫殿，也是圣彼得堡最早的建筑之一。彼得大帝使用这一宫殿接待贵宾、举行正式宴会

等，把它当成自己的宫殿一样。

                                               33 / 76

http://www.spbmusum.ru
http://www.rusmuseum.ru


�������

圣彼得堡:北方威尼斯
对外部开放的房间，主要是面向涅瓦河的宫殿南侧部分。一楼从厨房开始，依次为大办公室、卫

兵室等由黑白大理石石板铺设而成的恬静安详的房间，圆柱与拱形天井从优雅的大门处一直连通

至二楼的阶梯。 

(图片由网友 @怕瓦落地提供)

二楼的房间由荷兰制造的瓷砖进行装饰，有些房间被用作家族的寝室。其中最具特征的是举行宴

会的大厅和核桃木房间。前者由纯白色希腊风格柱廊和金色浮雕装饰而成，给人一种庄重豪华感;

后者全部使用核桃板作为建材，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二楼不仅设有装饰着中国壁挂的西客厅，

还设有绘画客厅等，鲜明的青色墙壁配以大型天井画，显得光彩夺目。

掌御大权的缅希科夫伯爵在彼得大帝死后三年，权势也开始没落，最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客死异

乡。

地址：大学滨河路15号

电话：007(812)328 11 12

开放时间：10:30-17:00 (闭馆前30分钟禁止入场)

休息时间：周一

需照相票(严禁使用闪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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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从冬宫广场出发，徙步约15分钟。

网址：www.hermitagemuseum.org

   

13、普希金故居博物馆

普希金故居博物馆（Музей-Квартира А.С.Пушкина）位于莫伊卡河拐大弯

处里侧，日本总领事馆的对面。1836年9月12日至逝世前的约4个月的时间里，普希金与其家人就

在这座公寓里生活，今天这里大受欢迎。普希金逝世后，其家人也各自散去，不久这座公寓就被

废弃了。1924年开始重现当年普希金住所的工程，在普希金逝世100年后的1937年，博物馆宣告对

外开放。 

(图片由网友 @不哭不闹只上吊 提供)

最为有趣的是普希金的书斋。书桌上放置着一个有黑人木偶的墨水池。据说是为了怀念他的埃塞

俄比亚人祖父，他对此非常珍爱。

书架前摆有沙发床。在两天前的决斗中深受重伤的普希金，于1837年1月29日2时45分在这里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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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辞。

与博物馆相连的院子非常漂亮，当地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徜徉。这里还设有咖啡厅，在参观博物

馆的路上顺便来此休息片刻，也一定会惬意吧。

地址：莫伊卡河滨河路12号

电话：007(812)311 35 31

开放时间：10：30-18：00 (闭馆前1小时禁止入场)

休息时间：周二、每月最后一个周五

需照相票

交通：乘地铁在涅瓦大街、商场地铁站下车。

网址：www.pushkin.ru

   

14、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

为供奉俄罗斯“圣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19-1263年)，彼得大帝下令于1710年修建的修道院

。当时还是诺夫哥罗德夫大公亚历山大于1240年与瑞典军队在涅瓦河岸作战，修道院修建地就是

战争发生地。战争取胜之后，深得人民爱戴的亚历山大国王被唤作“涅夫斯基”(涅瓦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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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唐伯虎点蚊香 提供)

在修道院中心被涂成黄色的建筑物就是特罗伊察教堂。面向祭坛，右侧放置的银白色大箱就是172

3年从弗拉基米尔运送来的以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为代表的、历代大公的遗体的一部分。面向

祭坛左边是礼拜堂，里面是悬挂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的肖像画。

进入修道院内，不远处的左侧就是修道院最古老的建筑——受胎告知塔教堂。教堂内有彼得大帝

之妹娜塔利亚�阿列库谢耶乌娜以及其他贵族、军官被埋葬的庙宇，也已经对外开放。

地址：修道院滨河路1号

电话：007(812)274 17 02

开放时间：6:00-22:00

休息时间：无

门票：70卢布(学生35卢布)信徒免费

照相：可以(不可对教堂内和神职人员拍照)

交通：地铁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广场地铁站下车

网址：www.lavra.spb.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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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圣彼得堡美食

   

1、俄餐介绍

俄罗斯人在饮食习惯上，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讲究烹调，因此俄式大菜闻名于世。

                                               39 / 76



�������

圣彼得堡:北方威尼斯
1、面包

自古以来，俄罗斯人就以面包为主食。面包的品种很多，按原料分有：白面包、黑面包、黑麦精

粉面包和玉米粉面包。在俄罗斯，白面包的消费量很大。但俄罗斯人也爱食黑面包，甚至超过白

面包。黑面包的主要原料是黑麦粉，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营养价值很高。黑面包有一股麦香，

人口时略带酸味，咀嚼一会后，又有一股甜味。按形状分有：大圆面包，它直径可达40厘米，面

包上有花纹；面包圈；挂锁形面包；小圆面包，它的大小形状类似中国的馒头，可把它切开，中

间夹肉、乳酪做成三明治；面包干；8字形小甜面包；长方形面包；椭圆形面包等等。

黑面包

俄罗斯还有一种食物，它被称为俄罗斯人的“第二面包”，这就是土豆。俄罗斯人十分爱吃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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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土豆的吃法有很多种：煮土豆、烤土豆、土豆泥、用土豆做的小扁饼、用做牛排、烤

鸡等菜的配菜等等。

2、一日三餐

俄罗斯人一日三餐中的主食除面包、土豆外，还有牛肉、猪肉、羊肉、牛奶、蔬菜（主要是圆白

菜、胡萝卜、黄瓜、西红柿和洋葱）、黄油、乳酪等。俄罗斯人用餐的特点是肉、奶量多，蔬菜

量少。

俄罗斯人的进餐方式是一道一道地吃。上菜时一般先上凉菜，如沙拉、火腿、鱼肉冻、凉拌生菜

、酸黄瓜等；然后再上主菜，主菜有三道，第一道是汤，如鲜鱼汤、清鸡汤、肉杂拌汤、肉丸豌

豆汤、红菜汤等。俄罗斯人特别爱喝红菜汤(борщ)，也称罗宋汤。这种汤的做法是：把肉切

成小块，把红菜头、圆白菜、土豆、洋葱、胡萝卜切成丝放进水里，加上盐、糖等调料一起煮，

煮熟后再浇上酸奶油．有时里面还加上蘑菇和李子干，味道鲜美。俄罗斯人喝汤时可以吃面包，

这和西方人不同。而且，餐桌上除白面包外．还要有一碟黑面包。第二道菜是肉菜，如煎牛排、

烧牛肉块、炸鸡、炸肉饼等配上土豆条、圆白菜或甜菜。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是甜食，一般是煮

水果、果子冻、冰淇淋、点心、果汁、茶或咖啡等各种饮料。在宴席上，一般还有鱼子酱，它是

菜肴中的上品，有黑鱼子酱和红鱼子酱两种。吃法是：先在白面包上抹一层黄油，然后把红或黑

的鱼子酱沾在黄油上。

3、饮料

俄罗斯人喜爱的饮料有含酒精的饮料，如伏特加、啤酒、葡萄酒、香槟酒；不含酒精的饮料如茶

；清凉饮料如克瓦斯等。

俄罗斯人以好酒出名，每逢节假日、生日，大家都开怀畅饮。在各种酒精饮料中，他们最喜欢伏

特加，伏特加几乎成为俄罗斯的代名词。伏特加的做法是先将酒精经过活性炭处理，除去不纯气

味，然后加上水，到酒精含量达到36%-60％时便算制成。市场上出售的伏特加多为42度。用粮食

酿制的伏特加，口感清冽，余味悠长。“首都”牌(Столичная)伏特加为此类酒中之上

品。

香槟酒是俄罗斯各种喜庆宴席中不能缺少的开锣戏，之后由伏特加担纲。列�戈利岑(л.с.Го

лицын)是俄罗斯的香槟酒之父。

除饮酒之外，俄罗斯人还有饮茶的嗜好。俄罗斯人偏爱红茶(чёрный чай)，平均每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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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消费500克。俄罗斯只在南部的索契出产少量茶叶，因此主要依靠进口。中国的茉莉花茶、印度

的红茶深受俄罗斯人喜爱。每天下午5点一6点是俄罗斯人的饮茶时间。长期以来，俄罗斯人形成

了独特的饮茶习俗：他们好喝甜茶，即在茶里放糖、果酱或蜂蜜，还要吃一些甜食，如自制的蛋

糕、甜点心、饼干糖果等。喜欢喝浓茶，现代人还常在茶中放些罗姆酒。

除饮酒喝茶之外，俄罗斯人夏日的传统饮料是克瓦斯(квас),这是一种用薄荷、面粉或黑面包

干、葡萄干、浆果和其他水果加上白糖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2、俄文菜单

大部分的俄罗斯餐厅没有英文菜单，为了避免到时候沟通不当没法点菜的尴尬，整理了一份较全

的俄文菜单，到时候直接指给服务员看，就可以吃上正宗俄餐了。 

ПЕРВЫЕ БЛЮДА  第一道菜

Суп картофельный        土豆汤               

Боррщ со свежей капуспой со свининойи

сметаной        新鲜白菜猪肉酸奶油汤       

Борщ постный со сметанной        新鲜白菜猪肉酸奶油汤

Мясные щи        肉汤、荤汤   

Вегетарианские щи        素汤                 

                                          

        

Суп с макаронами        通心粉汤

Бульон сфрикадельками        肉（鱼）丸子汤

Уха        鲜鱼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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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ульон с яйцом        鸡蛋清汤

ВТОРЫЕ БЛЮДА  第二道菜

Говядина отварная        煮牛肉

Бифштекс с яйцом        鸡蛋牛排

Гуляш из говядины        炖牛肉块

Говядина тушёная        炖牛肉

Поджарка из свинины        油炸猪肉

Котлеты столичные        首都肉饼

Котлеты по-киевски        基辅鸡肉饼

Баранина жареная        烤羊肉

Телядина в горшочке        沙锅牛犊肉

Свиная отбивная        煎猪肉排

Бифштекс        煎牛排

Бефстроганов        （带浓汁的）小快焖牛肉

Куры отварные с белым соусом        带调料的炖鸡

Осетрина под белым соусом        加奶油白汁鲟鱼

Судак，жаренный втесте        面扎梭鲈鱼

Навага жареная с соусом        炸鳕鱼加调料

Гусь жареный с капустой        白菜炖鹅肉

Гусь жареный с яблоками        苹果炸鹅肉

ГАРНИРЫ 配菜

Картфельное пюре со свежими агурцами       

新鲜黄瓜土豆泥

Макароны отварные сосвежими огурцам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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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黄瓜煮通心粉

Рис оттварной со свежими огурцами       

新鲜黄瓜煮大米

Вермишель отварная с помидорами       

西红柿煮细面条

холодные закуски 凉菜

Горбушша в соусе        加调料的鳟鱼

Салат со свежими помидорами        鲜西红柿色拉

Салат из свежих огурцов        鲜黄瓜色拉

Говядина с помидорами        西红柿烧牛肉

Салат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远东色拉

Буженина с гарниром        带配菜的炖菜

Ассорти мясное        肉食拼盘

Салат из крабов        蟹肉色拉

Икра с маслом        油浸鱼子

Сыр        奶酪

Солёные грибы        咸蘑菇

Квашеная капуста        酸白菜

Чёрная икра        黑鱼子

Камбала в соусе        加调料的比目鱼

Заливное из мяса／рыбы／        肉冻（鱼冻）

МУЧНЫЕ БЛЮДА  面食

Блины со сметаной        薄（酸奶油）煎饼

Оладьи с маслом        厚（奶油）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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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ирожки        小馅饼

Сырники        乳渣馅饼

Хлеб        面包

Пирожное        甜点心

Блинчики с варенье        果酱发面小煎饼

Торт        蛋糕

Яблоки в тесте        烤面苹果

Бутерброд        （夹火腿，腊肠等的）面包片

СОКИ,НАПИТКИ,СЛАДКИЕ,БЛЮДА    果汁，饮料，甜食

Кофе чёрные        浓咖啡

Чай с сахаром        加糖的茶

Компот из сухофруктов        糖煮水果干

Кисель        果子羹

Мороженое        冰激凌

Сок яблочный        苹果汁

Сок виноградный        葡萄汁

Компот из абрикосов        糖水杏子

Какао        可可

Кока-кола/Пепси-кола        可口可乐/白事可乐

Минеральная вода        矿泉水

Взбитые сливки        搅起泡沫的奶油

Шоколад        巧克力

ВИНО-ВОДОЧНЫЕ ИЗДЕЛИЯ  酒类

Коньяк ５ звёздочек        五星牌白兰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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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арочный коньяк        名牌白兰地

Водка４０％        ４０度伏特加酒

Белое креплёное вино        白葡萄浓酒

Красное марочное вино        红葡萄名酒

Сладкое шампанское        甜香槟酒

Пиво        啤酒

Сухое вино        干葡萄酒

Сухое шампанское        纯酿香槟酒

Виски        威士忌酒

Джин        杜松子酒

шампанское        香槟酒

   

3、餐馆推荐

斯特罗加诺夫宫 Строгановский Двор  

位于地下的葡萄酒餐馆，四周是明亮的白色墙壁。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每杯

100卢布以上)。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诸如烤鲑鱼(380卢布)等鱼菜肴，烤牛里脊等肉类食物也非常美味。周末夜晚还

有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

餐馆地址：Шведский пер.2

营业时间：12:00-24:00

联系电话：7 812 5175265

交通：在涅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下...

葡萄 Виногра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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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地下的葡萄酒餐馆，四周是明亮的白色墙壁。在这里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每杯

100卢布以上)。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诸如烤鲑鱼(380卢布)等鱼菜肴，烤牛里脊等肉类食物也非常美味。周末夜晚还

有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

地址：Шведский пер.2

营业时间：12:00-24:00

联系电话：7 812 5175265

交通：在涅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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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咖啡馆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Кафе

其前身是沃尔夫&比朗杰点心店，以前曾是作家们喜爱之所。据说普希金在决斗前海曾来过此处

。因此菜单的首页便是“诗人喜欢的菜肴”。

餐馆地址：Невский пр.18

营业时间：11:00-23:00

联系电话：7 812 3146009

交通：在涅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下

将军 Сёгун

虽说当下日本料理很是流行，但是从食材准备至饭菜加工，最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当数这家“将

军”餐馆了。正因为如此，这家餐馆的价格也略微偏高，不过味道绝对可口。每天18:00之前，这

里还有价格适中的八种便餐(寿司份饭480卢布等)。

餐馆地址：ул.Восстания 26

营业时间：12:00-23:00

联系电话：7 812 2753297

交通：在起义广场地铁站下车

杰米亚诺瓦�乌哈 Демьянова Уха

彼得堡罗要塞附近一家经营鱼类菜肴的餐馆。已经作为店名的鱼汤——“乌哈”(137卢布)、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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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诺夫风味的鲈鱼(148卢布)等都是口感不错的菜肴，请您一定要品尝。

餐馆地址：Кронверкский пр.53

营业时间：12:00-24:00

联系电话：7 812 2328090

交通：在高尔基地铁站下车

休息时间：无

皮罗斯马尼 Пиросмани

位于彼得格勒区的一家餐馆。餐馆内部装饰再现了格鲁吉亚乡村风情，流畅的河水使人心情欢愉

。这里经营“里维奥”(100卢布)、“萨茨维”(160卢布)、“哈利乔”(一种汤名，100卢布)、木炭

烤肉(200卢布)等多种正宗饭菜。这里还有各种格鲁吉亚红酒(1杯110卢布以上)。

餐馆地址：Болъшой пр.14 П.С.

营业时间：12:00-24:00

联系电话：7 812 2356456

交通：在体育场地铁站下车

休息时间：无

网址：www.pirosmani.spb.ru

罗马妈妈 Mama R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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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客满为患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比萨(154卢布以上)、“波罗涅则”(154卢布)、意大利烩饭(104

卢布以上)等深受人们喜爱。16:00之前有自助式的商业用餐(195卢布以上)。

餐馆地址：Караванная ул.3/35

营业时间：11:00-次日1:00

联系电话：7 812 2775164

交通：在涅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下...

休息时间：无 

网址：www.mamaroma.ru

红楼酒家 Красный Терем

位于涅夫斯基大街的一家中华餐馆，交通便利。这里的各种炒饭(40卢布以上)、三鲜水饺(90卢布

以上)、肉丝汤面(65卢布)等都非常好吃。炒菜从120卢布起价，菜单使用汉语。

餐馆地址：Невский пр.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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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10:00-次日2:00

联系电话：7 812 2729017

交通：在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下车

休息时间：无

网址：www.redterem.spb.ru

海鸥 Чайка

以非常可爱的海鸥作为餐馆注册商标。除了啤酒和腊肠(160卢布)之外，还向您推荐这里的猪蹄和

泡菜(512卢布)、里脊牛排(570卢布)等。

餐馆地址：наб.кан Грибоедова 14

营业时间：11:00-次日3:00

联系电话：7 812 3124631

交通：在涅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下...

休息时间：无

网址：www.tschaik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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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圣彼得堡住宿

在圣彼得堡可以找到各种档次的宾馆，如位于海滨的波罗的海大酒店，有着一流的酒店设施，由

酒店步行约10分钟就可到海边。还有，紧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碑的胜利宾馆等，都是比较经

济实惠的旅游住所。如果想住得高档一些，不妨选择五星級酒店，在圣彼得堡只有3间，分別是As

toria Hotel、Grand Europe Hotel和Nevsky Palace Hotel，全部位于市中心，步行就可前往各风景点游

览。Astoria位于圣埃隆大教堂斜对面，其余两间都在纳尔夫斯基大街上。三间酒店外型都非常典

雅，古色古香，尤其是Grand Europe Hotel，就连进去喝个下午茶都是非常值得的。

当地也有部分华人包下的房间出租给游客，一般一个人20美元/天，入住这样的住所不用担心语言

不通。对于没有语言障碍的游客来说，在俄罗斯的居民家中借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酒店分布图

阿斯托利亚”宾馆 Hotel As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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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托利亚”宾馆是圣彼得堡老字号的高档宾馆。创始于沙俄时代的1912年，如今成为“海外

宾馆连锁”的一员，2002年改装完毕。所有房间都安装有空调，内部装修尽显沙俄的豪华优雅。

位置：БольшаяМорскаяул39

联系电话：7 812 3135757

  传真：7 812 3135059

酒店星级：5星

交通：从捏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出发，乘坐5、22路无轨电车等

文艺复兴�圣彼得堡波罗的海宾馆 Renaissance St.Petersburg Baltic Hotel

位于以撒交通广场附近，2004年5月开放的一家高档宾馆。其中的两间，是俄罗斯稀有的“完全无

障碍房间”。宾馆入口设有轮椅专用扶梯，向住宿者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

位置：Почтамтская ул.4

联系电话：7 812 3804000    

传真：7 812 3804001

酒店星级：4星   

交 通：从捏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出发，乘坐5、22路无轨电车等

盎格莱德宾馆 Angle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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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靠“正义女神”宾馆，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一家宾馆。

位置：Большая Морская ул.39

电话：7 812 3135666

传真：7 812 3135118

酒店星级：4星   

交通：从涅夫斯基大街出发，乘坐5、2路无轨电车等

“列托之家”宾馆 Casa Leto

最近在圣彼得堡新增的小型宾馆中，这里得到了最大的好评。它离宫殿广场、以撒教堂都很近，

位于市中心的公寓内。业主是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夫妇，虽然只是小型的家庭式的宾馆，但其豪华

程度却并不亚于高档宾馆，其个性化的服务一定会让你满意。

因为是小型宾馆，并没有正式的星级评价，但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五星级的设施标准。由罗西、拉

斯特雷利等意大利建筑家的名字来命名的各个房间，内部装饰豪华典雅、舒适无比。

位置：Большшая Морская у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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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7 812 3146622

传真：7 812 3146639

酒店星级：家庭式公寓

交通：从涅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出发，乘坐5、22路无轨电车等

彼得宫宾馆 Petro Palace Hotel

紧靠以撒教堂，于2005年开放的一家宾馆酒店位置：Малая Морская ул.14

电话：7 812 5712880

营业时间：全天

传真：7 812 5712704

酒店星级：4星     

交通：从涅夫斯基大街出发，乘坐5、2路无轨电车等

北方宾馆 Nord Hotel

距离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非常近，位于市中心的一家新开放的宾馆。可以免费提供上网服务。厨房

设施齐全。

酒店位置：Большая Морская ул.10

联系电话：7 812 5710342

营业时间：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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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7 812 5710342

酒店星级：家庭式公寓

交 通：在涅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下车

普希卡之家 Pushka Inn

与普希金有一定关系，由18世纪建筑师改装而成，于2002年开放的一家舒适宾馆。

酒店位置：Наб.Реки Мойки 14

联系电话：7 812 3120913   

营业时间：全天

传真：7 812 3120913

酒店星级：家庭式公寓

交通：在涅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下车

欧洲大宾馆 Grand Hotel Europe

创始于1875年的一家宾馆。如今已经是圣彼得堡最具有代表性的宾馆之一。

酒店位置：Михайловская ул.1/7

联系电话：7 812 3296000    

营业时间：全天

传真：7 812 3296001

酒店星级：5星    

交通：在涅夫斯基大街、商场地铁站下车

纳姆奇诺姆 На Мучном

位于平民区的一家宾馆。收费标准适用于一般设施的房间。

酒店位置：Садовая у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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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7 812 3100412

营业时间：全天

传真：7 812 3100215

酒店星级：青年旅行社

交 通：在花园、干草广场地铁站下车

圣彼得堡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涅瓦河右岸建造的一家大型宾馆。虽略显古朴，但招待热情、气氛也不错。从面向涅瓦河的房间

可以眺望到美丽的城市布局。

酒店位置：Пироговская на6.5/2

联系电话：7 812 3801919

营业时间：全天

传真：7 812 3801920

酒店星级：3星  

交通：在列宁广场地铁站下车

                                               57 / 76



�������

圣彼得堡:北方威尼斯
  

七、圣彼得堡交通

   

1、飞机

 圣彼得堡是重要的国际航空港，普尔科沃机场同前苏联境内的200多个城市以及国外的17个国家

通航。机场离市区20公里，分为国内航班候机楼和国际航班候机楼，分别叫作普尔科沃1号和2号

。从机场出来坐出租到市内一般价格是20-30美元，但停在机场停车场的出租车统一要价是50美元

，可以砍价到40美元。另外有公交专线车(相当于我国民航大巴)直达机场，费用为5卢布。

   

2、铁路

城市交通发达，有12条铁路干线呈放射状分别通向赫尔辛基、华沙、莫斯科及俄罗斯其他大城市

。市内建有5个客运火车站，分别是：莫斯科火车站、芬兰火车站、华沙火车站、波罗的海火车站

和维捷布斯克火车站。

大部分游客选择从莫斯科进入圣彼得堡，晚上从莫斯科坐夜车，睡卧铺一个晚上就可以到彼得堡

，到达的是彼得堡的莫斯科火车站，正对的就是涅瓦大街。选好时间，在早晨6点以后到的话，地

铁就开了，火车站跟地铁是连着的，买票进地铁，然后根据酒店的指示找到位置。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火车票可以在去之前买好，这样方便些，买的时候注意看清火车站名，比如

从莫斯科出发的火车是在列宁格勒站，但是地铁到共青团站下车后，有三个火车站都在地铁站附

近，一定要问清楚，另外要看清楚火车的始发站，不是所有的都是在列宁格勒站或者莫斯科站，

要看车的始发地，保险点就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始发的车次。另外，订的是电子客票，订好付款

成功后，需要打印一张电子凭证，上面有条形码，不要折叠，到时凭着这张凭证去列宁格勒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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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处附近的机器上打印，该机器只有俄语版，到时就请周围的俄罗斯人帮忙吧。晚上十点左右出

发，第二天6点左右到达。

网上订票地址：http://www.rzd.ru

网站也有英文版本，但是如果要订票只有俄文界面才可以买，如果订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给

对方的bank写mail, 邮箱：ticket@bnk.ru，

他们会很及时的回mail（回的是俄文，用google翻译能看明白）

   

3、水运

圣彼得堡是全国最大的海港，经水路可通往国内外广大地区。由北欧或东欧进入圣彼得堡都十分

方便，北欧还可以选择乘坐油轮。

   

4、市内交通

市内的交通情况与莫斯科差不多。地铁因为路线教少，收费比首都略为便宜。巴士、电车及无轨

电车的收费每程约为美金3角。车票可以向司机买，然后自行在车上的剪票机打孔。最贵的仍是的

士，不过它可以是任何车辆，只要司机愿意送你一程。上车前必须先说好价钱，对不懂俄语的顾

客略为不便。

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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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线路图

地铁站内的候车站台的对面墙上(铁轨内侧墙上)有一个浮雕箭头。箭头指向为列车前进的方向，

箭身被分成好多段，每段都按序代表一个车站，上面写有车站名，箭尾的一段则是本车站。地铁

在白天一般2至3分钟一班，晚上5分钟一班。而在上下班高峰时20秒就有一列车进站。

圣彼得堡的地铁简单很多，一共才4条线。基本全是俄语标示，建议打印俄语的地铁图，先搞清楚

几号线的标示，然后，该站名和以后各站的名字会标在列车停靠的墙壁上，地铁的列车墙面上会

表示几号线，一个圈里面是阿拉伯数字表示地铁几号线，箭头就是表示列车的行驶方向，同时如

果这站是有换乘其他线，会在站名的下面标上换的地铁线（同样也是一个圈+阿拉伯数字）以及

每一站的站名，所以到了地铁站先不要急着上车，先把墙壁上的俄语研究清楚。另外，感觉不同

的线路同一站，名字是不同的，所以也要稍微注意些，进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进口，比如从hostel

进站时没有注意进口，后来出站时由于出口和进口不同，就会走将近半小时。俄罗斯的地铁很深

，基本坐电梯从地面到地铁也要2-3分钟，注意靠右站立。进站时用票，出站时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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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介绍几个俄语单词非常有用，售票处：KACCB， 进口：BXOA

，出口：BB开头的，厕所TYxxxx, 寄存：Камера хранения

出租车

    在圣彼得堡市区有很多私家车，扬手即停，甚至很多豪华车也愿意充当一次taxi，费用低

廉，几十卢布即可。遇见开朗的车主，还会和你聊天。所以说圣彼得堡的出租车可以是任何车辆

，只要司机愿意送你一程。上车前必须先谈好价钱，对不懂俄语的游客略为不便。

公交车

    公交线路指示明确，凡在同一条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它们的站牌是组合在一起的。如果在

前面是要转向前一条道路行驶的，则站牌是分开置放的。因此，只要看一个站牌，就能知道这组

线路车辆都能到达下一个站点。

有轨电车

    在上下班高峰时，有轨电车发挥了它的优势，由三辆车组成一列，就像火车一样，扩大了

载客量，方便了上下班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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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圣彼得堡购物

   

1、鱼子酱和伏特加

在任何一家大食品店里都会有鱼子酱出售。街上的鱼子酱也许会便宜一些，但是也许根本就不是

鱼子酱--游客们从胆大包天的商人们手中购得用轴用润滑油中的滚珠冒充的鱼子酱的事，也不是

没有听说过。 

鱼子酱

在进口饮料大肆泛滥的情况下，本地出产的酒水已经在街上消失殆尽了，但是它们还是值得一寻

的。在前苏联以外的地区，亚美尼亚的白兰地备受推崇，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的葡萄酒也是如此

。另一件上好的纪念品是真正的俄罗斯斯米尔诺夫伏特加酒，它的锥形瓶子使人一眼便能识别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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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特加

   

2、购物中心

Nevsky Prospect是圣彼得堡主要的购物中心。是一条特色主街道，很多主要景点也在两旁。冬宫就

在街一头的Palace Square城市中心广场上。越靠近冬宫，越有景点也越有特色。 Palace Square

有世界上堪称完美的建筑体群。 the Winter Palace, the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和 the Alexander

Column 构成了这个美丽的广场，绝对值得逗留。

Nevsky Prospect 附近有许多小店，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四处逛逛看看他们在卖些什么，大型商

场和百货商店也在周围。然而除了一些艺术品店外，大型商场大多是卖一些生活必需品，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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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特色商品，特别是国营百货公司，卖的都真是一些很 "实在"

的东西。俄国商店有一个共有的特色，他们会专门有一个西洋风味商品区(Western style

shops)，顾客大多以外国人为主，只可在这里用信用卡消费，其余都必须用卢布交易。

小杂货店早上8:00(或9:00)开门，百货公司11:00；大概营业到20:00-21:00，周日则不营业。

大型购物场所

 Nevsky Prospect 和Gostinny Dvor

交通 35 Nevsky Prospect

点评 这两个地方是此区新兴的购物中心，虽然外表看起来有许多商家，有些内部却仍是空空荡

荡的。原本规划为精品区，由于价格并不便宜，所以当地人鲜有入内购物，显得有些冷清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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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Dom Leningradskoi Torgovly)

交通 21/23 Bolshaya Konyushennaya ulitsa.，位在Nevsky Prospekt周围

可杀价

 

 PASSAGE

交通 48 Nevsky Prospect

点评 当地人常去这家百货公司，对旅客来说，这里也能买到比外面小店和旅游景点还便宜的纪

念品，可以说是纪念品的天堂

纪念品的购买

俄罗斯许愿娃娃(matryoshka dolls)、军器、俄文字的t-shirt、手表

交通 hermitage、彼得&保罗要塞(Peter & Paul Fortress)、纪念品市集Souvenir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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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苏维埃(Soviet)时代的纪念邮票，每张才0.18美金

交通 邮政总局(地址：Ulitsa Pochtamtskaya 9)

 

俄罗斯儿童玩具

交通 纸制造商(地址：Bolshoy prospect 69，Perograd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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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程推荐

圣彼得堡三日游

第一天：

早餐后，前往历代沙皇最为喜爱的"彼得大帝夏宫参观。彼得大帝夏宫距离圣彼得堡30公里，这座

宫殿是由彼得大帝于1709年建立，彼得大帝并要求此地成为一座可以比拟巴黎凡尔赛宫的宫殿，

宫外的花园、宫内的收藏及饰物均值的观赏。午餐后前往圣彼得堡发源地――彼得保罗要塞参观

，这是由彼得大帝亲自监督兴建，也是埋葬历代沙皇的地方。参观圣彼得堡最古老的广场-三一广

场，以及打响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枪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晚餐后可自费欣赏芭蕾舞表演。

第二天：

酒店早餐后，前往皇村★（又名叶卡捷琳娜宫、普希金城）花园参观游览。午餐后圣彼得堡市区

观光，它被誉为"北方威尼斯"，清澈的涅瓦河将市区一分为二，其间岛屿错落，河溪纵横，500多

座桥梁形态各异。参观滴血大教堂，喀山大教堂，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像，该铜像屹立在涅瓦河边

，已成为圣彼德堡城市的标志和象征。外观欣赏圣埃萨大教堂（参观时间20分钟），它耗时四十

年才完成，气派非凡。参观游览之后可参加涅瓦河游船。

第三天：

早餐后，参观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它是圣彼得堡最著名的建

筑，这里保存着数以万计的世界艺术珍宝。冬宫的每一间大厅都雍容华贵，气派非凡，充分体现

了俄罗斯人民的建筑艺术和技巧。内有世界各地著名的珍藏艺术品、名画，约有三佰多万件。参

观亚历山大广场、亚历山大纪念柱，涅瓦大街散步。

圣彼得堡四日游

由于住宿的位置一般都会选在火车站和涅瓦大街，所以第一天

的形成还是从涅瓦大街上开始吧，从火车站坐绿线一站，到Nevsky

Procpect下，然后很快就可以看到喀山大教堂Kazansky

Sobor，他的对面还是斜对面就是滴血教堂Khram Spasa na Krovi (Our Savior On The

Blood)，很有俄罗斯风格的一个教堂，跟莫斯科的瓦西里教堂很像。

在这2座教堂的附近有个艺术广场Ploshchad Iskusstv，找到后可以看到俄罗斯国家博物馆Russky

Muzei (The State Russian Museum)，没记错的话列宾的那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就在这里。

有体力的继续往下暴走，朝火车站的反方向，就可以走到宫殿广场Dvortsovaya

Ploshchad，这里有亚历山德罗夫凯旋柱。在广场的旁边就是著名的东宫博物馆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旺季的时候人比较多，所以排队时间有点长，但不会让你失望的。东宫的对面就是总参

谋部大楼Generalny Shtab。

东宫估计要看很长时间，当然前提是你有兴趣的话，从东宫出来，就是涅瓦河边了，还是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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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个时间游河吧，不过看天气，夏天游河的话也有可能比较冷，带件长袖最好！

沿着河边走，可以看见海军总部大楼， 金色的尖顶，可以看到俄罗斯海军的旗帜高高飘扬。继续

往前走，就可以看到彼得大帝骑马的雕像了，这应该算彼得堡的小地标吧，拍照，走人，这里应

该可以看到结婚的新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圣依萨克大教堂ST. ISAAC'S CATHEDRAL的穹顶了，

这个教堂应该是圆顶教堂中第4大的。买票时注意，这里分教堂的门票和等圆顶的费用，具体多少

我忘了，建议都买，上圆顶看看，景色不错。

下来后不知道时间怎样，如果在东宫的时间稍微长点，现在估计就傍晚了，游河后回家。

第二天

去彼得要塞，地铁站Gorkovckaya，出来后可以看到一个清真寺，挺大的，再往前走就能看见彼得

要塞很高的尖顶了。彼得要塞应该跟彼得堡年纪一样大，最早的彼得堡就是这么一个防御共事。

在要塞里面可以买张联票，7个景点，教堂，监狱，小博物馆什么的。彼德要塞旁边还有个炮兵博

物馆，军迷可以去看看。

这个出来后，向东走，也就是面对着河向左走，可以看到彼得大帝小屋The Cabin Of Peter The

Great，继续向前，就可以看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ABPOPA。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瓦西里岛Vasilievsky Ostrov了。在Dvortsovyy

Most大桥上上可以看到2个灯塔，这里也会碰到很多新人。然后灯塔后面就是海军博物馆The

Central Naval Museum，接着就是科学院。觉得这里的风景不错。

这里看完后，可以沿着河边走，或者回到东宫附近，那里有个珍奇异宝博物馆，建议去看一看，

有动物，还有畸形人的标本．觉得这圈走的有点累，在回去的路上买张晚上夜游彼得堡的票，400

P，有大巴带你参观夜晚彼得堡的景色，重点是看开桥，彼得堡的桥在夜里会一个一个的打开，

看看比较有意思，这个游览一直到5点，所以可以看到2点多就回去睡，或者在大巴上睡。大巴游

览完了送回莫斯科火车站。

第三天就可以去郊外了，夏宫The Place and Park Ensemble Peterhof。夏宫的喷泉比较有名，夏天的

话会有海风吹过来，感觉不到热。但这里会有很多人，注意，参观宫殿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俄罗

斯人在排队买票，不要跟在后面排队，我记得是外国人有个单独的售票窗口，一起有免费的英文

讲解员。夏宫不小，而且比较远，所以要一天时间。

从市区去夏宫有2种方式，坐车或者坐船。坐船的话在冬宫那有称船点，说到Peterhof或者fountain

都可以。如果坐车的话可以坐到普希金地铁站（Pushkinskaya,红线跟黄线的交叉站），出来后有

小巴直接到。30P左右。但是坐船的话好象是300P左右．

第四天，可以去皇村，那里有个叶卡捷林娜宫The Place and Park Enseble Tsarskoye Selo。坐地铁到M

oskovskaya（蓝线），那里有小巴可以去，那里也有电气火车去的，都不贵，20-30P，估计现在涨

价了。要注意的是，车子不直接开到宫殿，下了车问问人，或者跟着人流走吧，那就这么一个景

点。

旅人提示

：圣彼得堡的主要景点：冬宫、夏宫以及皇村、喀山大教堂、滴血大教堂是前往彼得堡必去的地

方，剩下的一些零星小景点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自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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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俄罗斯节日

俄罗斯新年 

(图片由网友 @不哭不闹只上吊 提供)

在俄罗斯新年是一年中最为隆重，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每一年的1月初，是俄罗斯人狂欢的日子

，新年、圣诞汇聚于此，长达3个星期的狂欢日。

时间：每年1月

谢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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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哭不闹只上吊 提供)

“谢肉节”源于东正教。在东正教为期40天的大斋期里，人们禁止吃肉和娱乐。 因而，在斋期开

始前一周，人们纵情欢乐，家家户户抓紧吃荤，以此弥补斋戒期苦行僧式的生活。“谢肉节”因

此而得名。

时间：每年2月- 3月  

俄罗斯复活节  

复活节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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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眼中，除了新年和胜利节，就数俄罗斯复活节最为隆重了。对于那些虔诚

的信奉东正教的人们来讲，俄罗斯复活节更是一个大典!

时间：每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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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简单的俄语

地铁用到的：

你好              Здравствуте   中文读音：日得拉斯特威解

在哪              Где                  

中文读音：割接

地铁              метро              中文读音：米特咯

地铁在哪？        Где метро？  中文读音：割接 米特洛？

公共汽车          автобус            中文读音：阿芙多不死

厕所              туалет              

中文读音：读阿列特

银行              банк                 

中文读音：班克

火车站            вокзал               中文读音：挖克造

今天              сегодня             

几点              какая время   中文读音：嘎嘎呀

夫列米亚（米亚2个连读）    

多少钱            сколько стойт？中文读音：丝锅里嘎 斯多以特 ？

左                налево                

中文读音：哪列娃

右                направо              

中文读音：哪普拉瓦

往前直走          прямо          中文读音：普利亚玛

入口              вход                      

中文读音：夫货的

出口              выход                   

中文读音：威货的

是               

да                           中文读音：答

不是             

нет                          中文读音：涅特

谢谢              спасибо                

中文读音：死吧C（英文读音）吧

再见              до свидание          中文读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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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达尼亚

2、如需从莫斯科前往圣彼得堡，则需要提前订票

网上订票地址：http://www.rzd.ru

网站也有英文版本，但是如果要订票只有俄文界面才可以买，建议用google的翻译对比看订票没

有问题，这个网站的工作时间是莫斯科时间10点到18点，其他时间不能买，在最后付款的时候首

先要开通3D security密码，如果实在还是付不了款的时候，可以给对方的bank写mail,

邮箱：ticket@bnk.ru， 他们会很及时的回mail（回的是俄文，用google翻译能看明白）

买的时候注意看清火车站名，比如从莫斯科出发的火车是在列宁格勒站，但是地铁到共青团站下

车后，有三个火车站都在地铁站附近，一定要问清楚，另外要看清楚火车的始发站，不是所有的

都是在列宁格勒站或者莫斯科站，要看车的始发地，保险点就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始发的车次，

另外，订的是电子客票，订好付款成功后，需要打印一张电子凭证，上面有条形码，不要折叠，

到时凭着这张凭证去列宁格勒站售票处附近的机器上打印，该机器只有俄语版，到时就请周围的

俄罗斯人帮忙吧，晚上十点左右出发，第二天6点左右到达。

3、注册：

俄罗斯规定到了一个地方后，是需要住宿的地方帮你办注册的。

4、在莫斯科过关，人比较多的时候，也不会多开几个窗口，所以过关的速度经常会比较慢，要有

耐心。俄罗斯的边检人员经常会找借口罚钱，只要签证没有任何问题，就不要怕，坚决不要给，

实在不行可以打电话给使馆。传 达 室： 9382006  领 事 部： 1431540，1431543，9561169（传真）

5、换汇：在机场换汇是比较黑的，可以先换一点，坐车用。在市区内到处都有换汇点，放心换吧

，欧元，美金都可以换，有的地方英镑也可以。

6、警察：在俄罗斯警察腐败是个大问题。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护照随时带在身上，经常会有

经常拿签证有问题做借口来要钱，而且是狮子大开口，就是欺负游客不会讲俄语，这个时候可以

打电话找使馆，或者拧着不给钱。

7、关于喝的水，注意一点，这里卖的分带气的和不带气的两种，注意不要买错了。

8、可以打扮的美一点，这里的人很重打扮。并且基本上活动强度和难度都不大，按在国内城里的

节假日装扮即可。

9、银联卡在俄罗斯很方便，所有花旗银行（citi bank）ATM、bank of moscow和有银联标志的AT

M都可以直接从人民币取卢布现金，华夏银行的储蓄卡（借记卡，而不是信用卡）每天第一笔不

收手续费，每笔最多取20000卢布，但有的ATM机一笔只能2000卢布。银联卡各发卡行的手续费一

般在每笔0.5-1%。另外注意每一天的时间区隔是按北京时间，也就是那边的晚上8点。

所以，带一点点美金预防急用就可以了，第一身上装太多现金危险，第二exchange非常不划算。

ＡＴＭ取款地点

圣彼得堡：涅瓦大街（圣彼得堡最主要的大街）有两家citybank取款机（都离Nevesky地铁站不远

），都是英文界面，每笔可以取10000卢布（据说最多可以20000，我没试过）。

在圣彼得堡下火车的莫斯科火车站就有Bank of moscow的ATM（我没找到）。

冬宫后门沿河街34号有VTB24银行的ATM。

冬宫附近就有一个citybank，就在喀山教堂对面。

10、所有palace的休息日仅指进palace内部而言。花园没有休息日。所以如果不打算进宫殿，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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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理会休息日。

11、在俄罗斯上厕所很心痛，最贵的25rub一人次，有时候地铁站两侧，只差10米不同公司运营的

2个厕所，价格会差5-10RUB。

以下是一些免费厕所：

PETERHOF（彼得夏宫）下花园右侧下台阶后有一个免费厕所。

另外所有麦当劳和大一点的餐厅、商场里也都有免费厕所。所有palace里、国立美术馆里也有，都

在室内，检票口外，存包存衣处附近。

12、地铁虽然超级有特色，但不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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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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