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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根廷：世界尽头与魔幻仙境

香港导演王家卫曾用《春光乍泄》把我们拉到地球的最南端——阿根廷，壮观的7月9日大道、五

彩斑斓的博卡、缠绵的探戈、被镜头涂成蓝色的伊瓜苏瀑布、还有断肠之城乌斯怀亚，通通被王

家卫纳入镜头。远涉重洋的梁朝伟与现已逝去的张国荣，黎耀辉与何宝荣，在阿根廷这片妖娆的

土地上意乱情迷，演绎着爱与被爱，寻找与放弃的故事。阿根廷位于神秘而遥远的南美洲，然而

，地理上的困难却丝毫不能阻止它以无限的魅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

《春光乍泄》中黎耀辉与何宝荣一直在寻找的伊瓜苏大瀑布(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现在就让我们来揭开这个国家的秘密面纱：灿烂的风景，繁华的城市，生动的文化以及低的令人

吃惊的物价⋯⋯这就是阿根廷，旅游者的天堂。从玻利维亚到南美大陆的最南端，阿根廷的国土

面积绵延长达3500公里，其中包含了各种地貌和气候，从面积上来说，她几乎相当于一个印度的

大小。

爱好自然的人们，可以流连于巴塔哥尼亚大草原，可以去攀登南美最高的山峰，可以在成千上万

只企鹅中漫步，也可以躺在时尚的海滩边放松。你一定会喜欢阿根廷青山秀水的美丽湖区，也必

会迷恋于巴塔哥尼亚冰雕般的壮美景色以及安第斯沙漠的如画风光；城市一族则一定会喜欢迷人

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里还有无数学习西班牙语的机会、看足球比赛、跳性感探戈，此外还可以

和充满活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一起高谈阔论；除此之外，如果你喜欢血拼时尚，那么你也会在

这里的购物过程中发现那些相对廉价的时装设计；你还将在每天晚上泡吧跳舞时，吃到全世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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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牛排。

阿根廷地理位置图

阿根廷是那样安全、友好和充满包容。所以，不如现在就出发，调整好你的精神，准备迎接一场

难以忘怀的探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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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景点分布图

最佳旅游时间：

一年四季皆可旅行。若前往火地岛和大冰川，它大部分时间是冬天，夏季是最适宜的时间，不要

忘记带上棉衣。若前往伊瓜苏瀑布，最适宜的时节是春、冬天，此时的气候温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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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对于持用因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来说，阿根廷签证政策比较严格，可分为旅游签证、商务签证

、定居签证和工作签证等几种，申请签证时一般需提交有效护照、填妥的申请表格、护照照片一

张、往返机票、经济状况证明、邀请信等材料。

阿根廷签证所需材料：

１、出国纪录的有效期半年以上的护照正本（若为换发的新护照，请将旧护照一并提供，若无旧

护照，请提供以前所去国家的有代表性的景点照片）

2、2张照片（大一寸，可以彩照,无底色限制）

3、信用卡复印件(背面需有本人签字)

4、中西文在职证明公证每人一份

5、中西文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公证一份（不同单位的每人一份：同一单位的可共用，还需

到外交部认证处做一份认证）

6、存款证明原件5万以上

注：阿根廷旅游签证使馆保留抽查面试的权利. 

旅人提示：

1、阿根廷驻华大使馆e-mail: FECHIN@MREGIGGOV.AR

2、中国驻何根廷使馆领事部地址：CRISOLOGO LARRALDE

53491，电话：00541145415085，传真：005411-45451141

3、阿根廷驻中国大使馆

电话：010-65321406 传真：010-65322319 地址：北京三里屯东5街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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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驻上海总领事馆

电话：021-62780300 传真：021-62958539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88号太阳广场西塔4楼

4、当地应急电话：

火警：100 警察局：101 儿章保护：102

医疗急救：107 旅游警局：（11）43465770

以上电话可在阿根廷任意公用电话免费拨打。

   

2、入境须知

入境须知及海关规定 

根据何根廷海关有关规定，不能携带入境的物品包括水果、肉制品、昆虫、动植物等等。由于阿

根廷海关对中国公民入境检查颇为严格，处罚也十分严厉，因此建议我公民来阿出差、旅游或定

居，不要携带上述物品入境，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入境时，请务必详细填写在飞机上发放的入境登记卡，并连同护照以备阿根廷海关检查。

   

3、货币

阿根廷的官方货币是比索(AR)，1比索等于100分。比索的面值分别是100, 50, 20, 10, 5

和2。硬币的面值分别是1比索或 50, 25, 10, 5和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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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索票样

比索和美金都通用。1比索 =1.6 人民币 ，1美金 = 4比索（具体兑换金额请查看当天汇率）

美元虽然不是官方货币，但由于使用广泛，已被看做是法定货币。其他外币则可在各大城市的银

行或货币兑换所进行兑换。 

   

4、其他

1、语言：  西班牙语。英语在阿根廷的普及率没有中国高，为了购物和交流方便，建议学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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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常用西班牙语。

2、通信：  可以办理移动全球通业务（冲一千元花费或交一千元押金，回国后返还）。也可以

在阿根廷当地买电话卡

3、衣物：阿根廷地处南半球，中国过冬的时候，阿根廷正是夏天。所以，中国游客出发前一定要

对阿根廷天气有所了解，带好必需的衣服。

4、住宿：阿根廷绝大多数宾馆不提供拖鞋，大部分宾馆不提供牙膏和牙刷。在网上预订旅馆的游

客如欲取消订房，必须提前４８小时，否则旅馆会收取第一天的住宿费。按这里的惯例，房客必

须给客房清洁工付小费，一般每天不少于１美元。

5、用电：阿根廷目前使用的交流电为220伏，50赫兹。大多数插座是两个圆孔的（欧式），也有

三角形的扁插座（和澳大利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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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绝不能错过的世界尽头——阿根廷美景

   

1、探戈！探戈！看阿根廷美丽忧郁的探戈舞者！

阿根廷是探戈的发源地，热情的探戈令世界倾倒，到阿根廷旅游一定会发现大街小巷的露天咖啡

馆、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往往会有许多探戈舞者进行现场表演，这些舞者身着光鲜亮丽的舞衣

，梳着光滑利落的头发、刚劲有力的舞让游客沉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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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随处听闻的探戈旋律，就像这个城市专属的电影配乐，街道上只要有

人聚集，就会有人翩翩起舞，伴着火热中有些苍凉，充满戏剧感的音乐，让城市里每个面孔都显

得多了几分感性。倘若街头表演无法满足你，去任何一个酒吧，眼神勾魂的舞娘，踩着火辣正统

的舞步，进退之间彷佛空气中就要擦出火花，让人脚尖也跟着节奏拍打──阿根廷的探戈，就是

这样令人喘不过气，却又不由自主的着迷。

旅人提示：

大多数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客都希望能够在这里参加一场探戈秀。不过很难找到一些“免费

”（一般需要你捐助）的街头探戈表演。一些餐馆里（特别是在圣特尔莫区和博卡区）也会提供

免费的探戈秀，不过你总需要在那里吃或者喝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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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受贫民区的艳丽色彩

(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博卡区能够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重要景点，无非因为这个小社区有自成一格的景观——卡米尼

托街。当年居于博卡的贫民，将邻近船厂剩余的油漆在小屋外墙随意油画，无心插柳地将铁皮小

屋变得色彩缤纷，构成一幅绝美街景；二三百米长的街道，房屋不规则地散落在街边，或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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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大红，或湛蓝，分外艳丽，街道两边断断续续地立着一人多高的围墙，墙上有不同场景的雕塑

、浮雕和壁画。 此外，博卡的足球队，便正是马拉多纳出身地。虽然昔日的贫民区已不复见，七

彩外墙以外还有目不暇给的游客商店，每逢星期六、日更有小型艺墟，对工艺品、小手作有兴趣

者不容错过。

   

3、参透一朵花的意义

(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布宜诺斯艾利斯Recoleta街和Palermo街的交界处可以见到一个公园，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金属花雕

塑的所在地，它是整个美洲视觉艺术极致的代表之一。由阿根廷本土建筑师Eduardo Catalano设计

的金属花，整座雕塑高达13米，全由铝和不锈钢构成。花开于每个清晨，黄昏时凋谢，到了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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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苞会射出灯光，成为著名的街头奇景。花在盛开状态下面积犹有半个足球场之大，这座不寻

常的艺术品总是吸引游人驻足良久，简单的花开花谢，却更像是提醒着人们珍惜眼前的美好，活

在当下。

   

4、染上足球热，与Argentina一起疯狂

阿根廷队(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能够撼动阿根廷人的灵魂深处，宁可彻夜未眠也要参与其间的大概就是足球运动了。阿根廷人对

足球的狂热远远超越了宗教与政治，多少阿根廷男孩一学会走路就开始练习踢球、盘球。而阿根

廷的全民偶像，就是曾在球场上使出“上帝之手”的马拉多纳，即使早已退休，他的一举一动仍

然被博卡青年队奉若神明。去到博卡青年队的主场La Bombonera体育馆，跟着球迷吶喊加油，为

进球的那一刻欢呼尖叫，经过这一番洗礼，相信回国后你也会自豪的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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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

   

5、酣醉在酒乡

阿根廷美食以豪气的牛肉料理闻名，而搭配红肉的最高级享受，当然就是一大杯浓郁的阿根廷Ma

lbec红酒了。Malbec红酒的极品产于Mendoza葡萄园，碰不上葡萄成熟时的农忙盛景，也可以就近

到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Gran Bar Danzón酒吧，这里收藏着各种风味的阿根廷美酒，少不

了最出名的Malbec和Torrontes，每一瓶都封存着一个四季，酒香缭绕，还没入口已经飘飘然。 

(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旅人提示：

 Gran Bar Danzón酒吧：

地址：El Centro Libertad 1161, Buenos Aires, Argentina

电话：(00 54 11) 4811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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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位置（橙色星星）

   

6、世界尽头乌苏怀亚，在最后一个灯塔望尽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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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尽头最后一个灯塔(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电影《春光乍泄》的结尾处，张震演的小张云游到乌苏怀亚，他说人们把不开心的事都带到这里

来，扔下后，重新作人般离开。乌苏怀亚是世界上最南端的城市，被誉为“世界的尽头”，是名

副其实的“天涯海角”，座落在阿根廷境内的火地岛上。这里的阳光与众不同，这里的星星也放

射出南极洲特有的光芒，走在奇特的，顺着山体坡度建造的乌苏怀亚城，你会不由自主地放松心

情放慢脚步。这里有着水鸟云集，景色奇美的法哥纳诺湖、切配尔木斯湖和亚库士湖，在这里你

足以领略遍大自然的浩瀚和无穷的魅力。这里有着世界尽头的邮局，你可以在那里发封信给最惦

念的人，相信这封来自天涯海角的信一定会让他（她）感动不已；这里有世界尽头的火车站，想

想看，乘上世界尽头的火车，前进的方向是天涯海角，这种感觉永生难忘；这里的海滩上还可以

看到大群的海豹和一群群的企鹅，这可是除南极洲外少数能看到企鹅的地方。

   

7、探访世界最宽瀑布——伊瓜苏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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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位于阿根廷和巴西边界的伊瓜苏瀑布，是尼亚加拉瀑布宽度的4倍，比维多利亚瀑布还要宽很多，

是我国贵州黄果树大瀑布宽度的40倍！当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在第一眼看到伊瓜

苏大瀑布时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和伊瓜苏瀑布比起来，我们的尼亚加拉瀑布简直就是厨房

里的水龙头。”相尼亚加拉雄奇无比，黄石双瀑则是国画一般的山水峥嵘，夏威夷绿谷青山，大

小瀑布如丝带，神秘且灵动，优胜美地巨岩深谷，四大瀑布幽奇缥缈，俄勒冈哥伦比亚河谷，漫

漫群瀑娟娟出尘，但伊瓜苏绝对是集大成者，可奔放可秀丽，可磅礴可贞幽，远望近观都是绝色

。山中阳光灿烂，霓虹破空，水光如珠如玉，一路都是人间天上。

   

8、窒息于世界上最美好的蓝——莫雷诺蓝色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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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你有没有尝试过，在盛大的美景面前被折服得丧失语言甚至呼吸停顿的感觉，一个网友在游记中

写到：面对莫雷诺，你会觉得梅里雪山九寨沟之流简直不值一提。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用了20万年

的时间才创造了如此之奇迹，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活冰川，有20层楼之高，绵延30公里，由于物理

原因呈现出一种神秘莫测的蓝色。那是一种纯洁的蓝、透明的蓝、优雅的蓝，蓝得让人过目不忘

。当你面对这个蓝色的冰世界时，几乎不敢呼吸，生怕自己口中哈出的热气会弄碎了这蓝色的世

界。世界最美好的蓝就在这里了。当其他冰川不断退化的时候，它却如有生命般，重复着每年增

长-消融的轨迹，亿万年来，生生不息。这世间最美好的蓝色，这宇宙间最磅礴的冰川，美的让人

窒息的大自然，只属于阿根廷。

   

9、迷醉南美小瑞士——巴里洛切湖区

这个座落在阿根廷西部安第斯山麓的小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自然环境酷似欧洲的阿尔卑斯

山地区，居民以瑞士、德国、奥地利移民后裔为主，建筑风格继承了他们欧洲故国的传统，因此

，人们把巴里洛切称作南美瑞士，或小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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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夏天山上林木茂盛，可以骑马猎鹿，尽享回归自然之乐。迪斯尼出品的经典动画片小鹿班比，就

是作者游览巴里洛切山林时获得灵感而创作的。冬天，巴里洛切又变成滑雪者的天堂。乘坐豪华

游艇深入曲折幽静的湖湾，在任何一个季节都是绝佳的享受。水鸟追逐着船尾掀起的波浪，白色

的身影印衬在湖岸墨绿的林木上，构成一幅重彩油画。

巴里洛切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巧克力糖，这一点也和瑞士相同。街上商店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巧

克力，包装精美，诱人垂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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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布宜诺斯艾利斯

如果你问每个生活在，或者游览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对这个城市的看法，也许对于一百个人

来说，你会听到一百种不同的答案，有着一百种不同的意义。也许它代表着闹市街头摇曳的探戈

舞步，也许它代表着世界顶级的球队和对足球的狂热，也许它代表着对牛排的大快朵颐和对红酒

的杯觥交错，也许它代表着拉美风情和欧洲时尚的和谐交织，也许它还代表着欧洲式古典的建筑

和殖民的历史，也许它代表妩媚女人的世界。

(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1、阿根廷国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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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阿根廷国会大厦位于国会广场西端，是一座意大利学院派建筑，大厦于1887年至1906年建成。大

厦正中高高耸起一座穹顶塔楼，塔身半腰处，一辆青铜四架马车凌空欲飞，最高处是直径20米的

青铜穹顶。建筑的气势与精美，不输于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屹立在大厦前面的两会纪念碑气势宏

伟，工艺精美。

   

2、阿根廷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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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坐落在五月广场的总统府，庄重美观，因其外墙呈粉红色，又被冠以“玫瑰宫”的美称。当年，

前总统庇隆夫人埃薇塔就是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演说，电影“埃薇塔”中那段由美国歌星麦当娜

主演的“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也是获得特批，在这个著名的阳台上拍摄的。如今这首歌已经

传遍了世界，但是这部电影却从没有在阿根廷上演过，原因是阿根廷人不喜欢他们备受尊敬的国

母，被一个“名声不佳”的美国歌星演绎。

   

3、五月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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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五月广场由亚松森代理总督胡安�德卡拉伊（Juan De Garay）于1580年修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市最早的中心地区。从1810年（阿根廷于这年5月25日宣布自治）起，成为国家举办所有重大政治

活动的场所。广场周围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玫瑰宫（总统府）和市政府属于十九世纪末二十

世纪初建筑风格；原市政厅属殖民时期建筑风格；大教堂属新古典派风格。

   

4、科隆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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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科隆大剧院称得上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艺术文化中心。它位于市中心，紧邻七九大街，与城市纪

念碑遥遥相对，是一座专门上演歌剧、芭蕾舞剧和交响乐的高水平的剧院，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著

名的剧院之一。阿根廷人声称，在世界现有歌剧院中，科隆大剧院居拉美第一，世界第三，仅次

于意大利米兰剧院和法国巴黎剧院。

   

5、七月九日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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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九日大道上的城市标志-方尖碑(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七月九日大道是世界上最宽阔的街道。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七月九日大道是当地人为了纪念

阿根廷独立日，所以给这条街道起了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双向12车道，这条街道跨越整座

城市街区，两边有很多著名标志性建筑，例如古老的法国大使馆、唐吉诃德雕像和著名的方尖石

塔及共和广场。

   

6、弗洛里达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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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繁华盛顿佛罗里达大街是一条步行商业街，和七月九日大街形成鲜明对比。这

条商业街狭窄而又拥挤，但国内一些著名品牌的老商号全都聚集在这里，还有伦敦、巴黎等世界

上许多著名的大公司设立的分号，这里街面狭窄，却繁华非凡，商店、咖啡馆、舞厅鳞次栉比，

被喻为“南美百老汇”。

   

7、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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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五月广场的西北角，隔着马路，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教堂，这是一座历史古老，规模宏大的教堂

。教堂建成于1723年，距今有280多年的历史。教堂是典型的古罗马风格，12跟高大的罗马柱，顶

着上面的15度锐角的等腰三角形，形成了人字形屋脊。三角形上雕刻着圣经故事，栩栩如生。建

筑形制类似于埋葬着拉斐尔遗体的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万神庙，但是立柱比万神庙多了四根。整个

建筑古朴，宏伟，据说目前是阿根廷最大的教堂。教堂里最值得一去的，还有圣马丁的陵墓。

   

8、巴拉那河

南美洲第二大河。发源于巴西高原东南缘的曼蒂凯拉山脉北坡，主源格兰德河，汇合巴拉那伊巴

河后，始称巴拉那 河。自东北向西南，先后流经巴西南部、巴拉圭和巴西、阿根廷两国的国界，

进入阿根廷东北部；至巴拉那折向东南，注入拉普拉塔河。全长5290公里。流域面积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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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公里，其中约一半面积于属巴西，余属玻利维亚、巴拉圭和阿根廷。

河边日出(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格兰德河长1290公里，自海拔1500米的源地奔腾而下，穿越巴西高原东南部的桌状砂岩山地。由

于下伏辉绿岩层出露，河床多处发生波折，形成一系列急流瀑布。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不远就是巴拉那河，听说沿河是这里的高尚住宅区，都是別墅，十分有特色，

到河边乘专门的游船，一栋栋色彩鲜艳的別墅掩映在樹林中，实在惹人喜欢。

   

9、博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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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多彩时，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博卡区。到这里的游人，都

会为这里五颜六色的房屋而惊叹。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博卡区原本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19世纪末，大批意大利、西班牙的贫苦民众为谋生计来

到这里，用铁皮搭建成一座座简陋房屋存身。他们无钱购买涂料，为让铁皮小屋更有个性，更像

一个家，便别出心裁地讨来港口里漆船剩下的油漆，将这些房屋的外墙、屋顶涂上颜色。这些原

本船用的专用油漆耐腐防水，历久不褪，竟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色彩最丰富的景点。

每当艳阳高照，街道两侧绚烂缤纷，令人心旷神怡。独特的风景招来了大批游客，也因此吸引了

无数街头艺人。这个原本贫民聚集的街区出现了全城最好的咖啡馆，拥有着最多的音乐家、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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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美术家。这里成了阿根廷现代雕塑艺术的圣地，也成为探戈舞和探戈音乐的发源地。

随着生活的改善和市政建设的发展，这里的铁皮屋也渐渐被普通的砖石结构建筑所替代，但人们

仍按过去的习惯，用鲜艳夺目的油漆，把崭新的楼房刷成绚丽的颜色。20世纪中叶，博卡区最著

名的街道、保存了大批雕塑作品的“探戈街”两旁建筑被涂上了颜色，并被政府命名为“卡米尼

托”(小路的昵称)，使得原本民间自发的油漆行动首次染上了官方色彩。后来，当局把“卡米尼

托”辟为“步行街道博物馆”，这也使得博卡人对缤纷色彩的喜好一发而不可收拾。

   

10、瑞克莱塔公墓 

(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去参观布宜诺斯艾利斯，瑞克莱塔公墓总是首选之地。它在阿根廷历史上可谓是非常迷人的。最

著名的坟墓非伊娃裴隆之墓莫属。在那里还有很多阿根廷的政治家，诗人和其他的名人。这个墓

地设计的像一个城市，在那里有宽阔的大道以及错综的小径，在其两旁，都是一些家族或个人的

“房子”。有许多墓都维持的非常好，然而也有很多墓穴因为没有家族沿袭下来而年久失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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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穴被作为维修的小室。而清洁用的工具被放在灵柩的上面。在那些有人维修的墓穴中，你

会发现有很多雕塑品已经是国家的历史性纪念碑。这些雕塑，从埃及金字塔到哥特式再到现代装

饰艺术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另外一个有趣的注释：你可能在那里发现一种野生的很凶狠的猫侨居

在瑞克来塔墓地里，当地人经常给它们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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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阿根廷其他美景

   

1、乌斯怀亚

南极洲隔海相望的火地岛是世界上除南极洲外最靠南的土地，它的首府乌斯怀亚是世界上最南端

的城市。乌斯怀亚位于火地岛的南部海岸，北靠安第斯山脉，面对连接两大洋的比格尔海峡。它

的纬度是54°49’，是世界上最靠南的城市。在当地土著部落亚马纳语中，乌斯怀亚的含义是“

向西深入的海湾”、“美丽的海湾”之意，比格尔水道在这里形成一个大海湾。这里距南极半岛1

000公里，是南极科学家不可缺少的补给基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南极考察船队都在此停泊过。

乌斯怀亚小镇(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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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怀亚依山傍水，郁郁葱葱的山坡和巍峨洁白的雪山交相辉映，色调不同的各种建筑坐落在波

光粼粼的比格尔水道和青山白雪之间，水道对岸智利境内的雪山也历历在目，构成一幅绝美的图

画。旖旎的风光吸引着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给这块本来荒凉的土地注入生机。夏天，这里主要

的游客是去南极旅游的路过者，而冬天，这里的游客却都是来这里滑雪度假的。这里有“世界末

端火车站”(El Tren del Fin del Muncle)，乘搭专为游客制造的蒸汽火车，沿着彼波河(Rio

Pipo)，可以到达西面的火地群岛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al Tierra del Fuego)。

对于喜欢美食的游客来说，来到乌斯怀亚不能不品尝来地特产蜘蛛蟹（SENTOLLA）。蟹肉味美

可口，营养丰富，是当地重要出口产品。

交通：

在1月和2月最好尽早进出乌斯怀亚，不然你可能要为一个座位等上几天——无论是公共汽车还是

飞机。

乌斯怀亚的机场在市中心以南4公里处（乘出租车3美元），离境税为6.5美元。阿根廷航空公司（

0810-222-86527）LADE（421-123）提供服务。

旅人提示：

由于乌苏怀亚最靠近南极洲半岛，许多游轮都从这里出发。

Rumbo  Sur（422-275  www.rumbosur.com.ar）All Patagonia(433-622 www.allpatagionia.com

)提供旅行团，帮助游客完成南极之旅。乌斯怀亚的码头有一个南极洲旅游办事处（421-423 )。

   

2、阿根廷冰川国家公园

阿根廷冰川国家公园坐落于阿根廷南部，这里是纵贯南美大陆西部的安第斯山脉南段巴塔哥尼亚

山脉东侧，属巴塔哥尼亚高原阿根廷圣克鲁斯省。冰川公园所在的冰川湖名为阿根廷湖，湖的面

积达1414平方公里。

      这里地处南纬52度高纬度地区，离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已经不远，到首都布宜诺斯

艾利斯则较为遥远，有约3小时的飞机航程，最近的城镇是30公里外的卡拉法特，所有旅行者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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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卡拉法特然后才前来冰川国家公园。 

莫雷诺蓝色冰川(图片由网友 @暖色系 提供)

      冰川国家公园是一个奇特而美丽的自然风景区。有着崎岖高耸的山脉和许多冰湖，其

中包括一百英里长的阿根廷湖。在湖的远端三条冰河汇合处，乳灰色的冰水倾泄而下，象小圆屋

顶一样巨大的流冰带着雷鸣般的轰响冲入湖中。

      巴塔哥尼亚冰原是地球上除南极大陆以外最大的一片冰雪覆盖的陆地，阿根廷冰川国

家公园内共有47条发源于巴塔哥尼亚冰原的冰川，而公园所在的阿根廷湖接纳了来自周围几十条

冰川的冰流和冰块，其中最著名的是莫雷诺冰川。 

      它的著名在于它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仍然“活着”的冰川，在这里每天都可以看到冰

崩的奇观，1945年阿根廷将此地列为国家公园加以保护，1981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今

年3月发生的莫雷诺冰川大冰崩更是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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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图

旅人提示：

1、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乘飞机到卡拉法特镇再从镇上汽车站乘每天两趟的班车进入国

家公园，直接来到距莫雷诺冰川很近的地方，其他冰川则要乘价格昂贵的船，没有陆路可达。

2、冰川附近没有住宿设施，游客都住在卡拉法特镇，每当旺季高峰期（12月—次年1月）的节假

日或周末房间都很紧张，最好提前预订。

3、适宜造访季节是南半球的夏季11月至来年2月，这时的气温平均10到17摄氏度。冬天（6—8月

）最冷可至零下17摄氏度。在过去的20年中，竟有32人在看冰崩时死于砸下来的冰块，因此现在

在安全的距离内建起了人行步道。

   

3、巴里洛切

巴里洛切位于阿根廷西南部的奥内格罗省境内，因其自然风光、建筑风格、人文景致充满了欧洲

风情而被誉为“南美小瑞士”。这里是阿根廷最为著名的国家公园，也是联合国UNESCO组织命

名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 10月13日下午，我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飞赴巴里洛切，尽管5℃左右的

气温让我们措手不及，但耀眼的雪峰、蔚蓝的湖面、碧绿的草坡、红瓦的别墅和别具风情的格调

，仍然让我们热情高涨、兴致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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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笑红颜 提供)

旅人提示：

巴里洛切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每日有数个航班往来，交通便捷。当地有各种档次的酒店旅

舍，为游人提供舒适的住宿条件。其中最著名的“瑶瑶饭店”（瑶瑶是当地一种树生果实的印第

安名称），建在市郊湖边的丘陵上，这座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全木结构建筑，宏伟但不失古朴，

远看像童话中的宫殿。住在这家5星酒店，四周环绕梦境般的湖光山色，令人产生脱离尘世之感，

当然价格不菲，而且需要很早预定。不过当地还有众多小型旅舍，像一栋栋风格不同的豪华别墅

，散布在城市周围，住在那里同样有世外桃源之感，价格相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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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伊瓜苏大瀑布

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位于阿根廷与巴西边界上伊瓜苏河与巴拉那河合流点上游23

公里处，为马蹄形瀑布，高82米，宽4公里。198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伊瓜苏全景图，左边是巴西，右边是阿根廷，大部份瀑布都在阿根廷。但从巴西一侧可以看到全

景。另外，从巴西一侧换了一个角度看魔鬼之喉，可以体会到整个河谷的纵深。如果只能去一侧

，还是去阿根廷，当然最好是两侧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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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咽喉(图片由网友 @笑红颜 提供)

伊瓜苏大瀑布在伊瓜苏河上，沿途集纳了大小河流30条之多，到了大瀑布前方，已是一条大江河

了。伊瓜苏河奔流千里来到两国边界处，从玄武岩崖壁陡落到巴拉那河峡谷时，在总宽约4000米

的河面上，河水被断层处的岩石和茂密的树木分隔为275股大大小小的瀑布，跌落成平均落差为72

米的瀑布群。由于河水的水量极大，在这里汇成了一道气势磅礴的世界最宽的大瀑布，其水流量

达到了1700立方米/秒.这一道人间奇景,在30公里外就能听到它的飞瀑声。

旅人提示：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伊瓜苏大瀑布大约要飞1.5个小时，来回机票价格是600比索，折合人民币1600

元。本地人一般都坐大巴前往，但是单程需要18个小时

可参加Macuco

Safari公司(www.macucosafari.com.br

)提供的皮划艇和徒步游、此外，从伊瓜苏横渡到对岸进行1日游也不错，RD 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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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www.rdfallstour.gov.br)提供到那里的远足、绳降、皮划艇等探险游。若要奢侈一把，Helisul(

www.helisul.com

)提供有10分钟的直升机飞跃瀑布游，票价60美元。随后前往北部的伊泰普水电站，参观免费。住

宿建议选择伊瓜苏所在的小镇福斯(Foz)，有较多旅社和餐吧，晚上的Av Jorge

Schimmelpfeng街尤其热闹。

网址：http://www.iguassufallstour.com/

伊瓜苏国家公园门票：24雷亚尔

到达伊瓜苏瀑布的船费：66雷亚尔

   

5、火地岛国家公园

火地岛位于南美洲的最南端，面积约48700平方公里，1881年智利和阿根廷划定边界，东部属阿根

廷，西部属智利。阿根廷的火地岛区相当于一个省，它的首府乌斯怀亚是个只有1.7万人口的城市

。占地6.3万公顷是1960年正式开放的，每到南半球的夏天，从世界各地前来旅游的人络绎不绝。

火地岛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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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内(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火地岛国家公园是世界最南端的国家公园，是世界最南部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雪峰、湖泊、山脉

、森林点缀其间，极地风光无限，景色迷人，妙色彩。其他看点：乌斯怀亚是火地岛地区的首府

，也是火地岛上位于世界最南端的城市。这里洋溢着浓浓的奇妙色彩，如今已成了迷人的风景点

。乌斯怀亚印第安语，是“观赏落日的海湾”之意，当日落黄昏时，登上山岗，眺望晚霞中的海

湾，水天一色，云霞似锦，美不胜收。

国家公园内，最值得一去的地方在瓜拉尼（Guarani）港。这里不仅可以欣赏比格尔海峡的无限风

光，更不能错过这家世界尽头的小邮局（Unidad Postal Fin del M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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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邮局里出售印有“世界尽头邮政”字样的明信片，可以现场填写后邮寄到世界各地。

                                             45 / 10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695&do=album&picid=25225


�������

阿根廷:魔幻仙境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交通：

到达公园的小巴票价3.25-5美元(根据目的地收费)。如果你有钱可烧，就乘坐El Tren del Fin del Mun

do（290-431600）的车去公园，这种行程为1小时、沿途风景优美的窄轨火车上有英语和西班牙语

的讲解。车站离乌斯怀亚8公里，夏天每天有几班车。1月2月游轮盛行的时候要提前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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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阿根廷交通

   

1、出入境交通 

航班查询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汉莎航空

公司，开通有北京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均需经第三地。详情可查阅各航空公司网站。 作

为世界性的大都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直接飞往南美洲大多数国家首都的班机。可以在北美或欧

洲转机，有法航的上海/北京-巴黎-布宜，国航的北京-马德里-圣保罗-布宜，阿联酋航空的上海/

北京-迪拜-圣保罗-布宜，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北京－温哥华（多伦多）－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

，以及其他欧洲各家航空公司，如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北京－罗马－布宜诺斯艾利斯，汉莎航空公

司的北京－法兰克福－布宜诺斯艾利斯。转机国也要签证，加航可代申请加拿大签证。若从美国

转机，一定要有签证把握。

       阿根廷最主要的国际机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Ezeiza国际机场（全称为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Ministro Pistarini）。另一个机场Aeroparque Jorge Newbery（一般简称为Aeroparque）是

首都的国内机场。还有其他几个阿根廷城市的机场同样冠有“国际”的名号，不过他们大多数只

提供国内目的地的航班。

       离境税：乘坐国际航班的乘客离开Ezeiza机场时需要支付18美元的离境税（可用比

索或美元支付），其他机场，例如埃尔卡拉法特和乌斯怀亚（Ushuaia），也要收取离境税。

轮船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有渡轮可以通往乌拉圭境内的几处地点。 

公共汽车 

       从阿根廷可以乘坐公共汽车进入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乌拉圭和智利。 

从智利出入

       对于大多数旅行者来说，穿越阿根廷边境进入智利非常快捷，程序也非常简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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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同一辆公共汽车带着你直接过境，而且不收费。边境哨所白天开放。靠近智利纳塔来斯港（

Puerto Natales）的Dorotea在夏季24小时开放。你只需准备好相关的身份证件，不要携带任何的违

法物品（包括鲜花食物），就不会有问题。尽可能早地购买车票，因为智利边境的公共汽车经常

会很快满座。在两侧边境都要做好上下车接受护照检查的准备。

   

2、飞机

目前中国和南美之间没有直航，因此旅行费用大部分集中在往返机票上。从中国来阿根廷中途必

须转机，可以选择的航线很多，大约有十几条，比如法航、德国汉莎、美联航、卡塔尔、马来西

亚等都不错，最好选择同一家航空公司的往返机票，尽可能提前订票，更容易拿到特价票。

各条航线淡旺季价格相差悬殊，转机的等候时间也有长有短，可以多做比较后选择。基本上从北

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飞行和转机时间加起来在二十六、七小时左右，旅途会比较辛苦。如果有条

件的同学，建议转机时不妨休整几天，既可以多玩一个国家，也能提前调整时差，适应季节转换

。

飞行提醒：

要提醒的是阿根廷的国内航班时常会晚点，此外在旺季许多航班（特别是在巴塔哥尼亚）需要较

早预订。临时性的罢工会打乱你的行程计划，所以如果准时到达对你非常重要（例如前往乌斯怀

亚参加南极之旅），建议提前一天到达目的地。  

   

3、铁路  

英国人在阿根廷建造的铁路系统已经不像当年那样遍布各地，现在的公共汽车系统比火车更快捷

、灵活和可靠。目前有以下几条长距离火车线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罗萨里奥（Rosario）和大

西洋海滩度假胜地，从别德马（Viedma）到巴里洛切（Bariloche）。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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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郊区铁路供普通市民日常往返。

       优美而昂贵的列车Tren a las Nubes（云中列车）从北方的萨尔塔（Salta）出发，前往

智利。巴塔哥尼亚有两条短途列车（均为窄轨），其中La Trochita始发于埃斯克尔（Esquel）或El

Maiten，El Tren del Fin del Mundo始发于乌斯怀亚。   

   

4、长途汽车

长途公共汽车十分现代化、快速和舒适，同时也是在阿根廷四处旅行最节俭的方式。超过6小时左

右的旅行，都会在途中停留休息或者喝点饮料及吃快餐，有时还能吃到简单的膳食。所有的公共

汽车都有卫生间，尽管它们通常比较肮脏（别忘了自己带卫生纸）。最豪华的几家公司可以提供

更昂贵的coche cama躺椅服务（对于过夜旅行来说可以节约住宿的开销），不过常规的公共汽车

都已经很好了，即使是长途旅程。

   

5、 小汽车

租辆小汽车在阿根廷并不便宜不过可以载着你从那些艰难的道路出发开始探险旅行。平均每天50

美元可以租到最便宜 型号并赠送几英里（建议和别人同行，以减少经济负担）。在阿根廷最低驾

驶年龄为18岁，不过租车公司要求驾驶者至少达到21岁。不要考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车，交通

实在太糟糕，同时泊车也是个大问题，其实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极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参见“法

律事务”了解怎样和警察打交道。阿根廷汽车俱乐部（Automobile Club Argentina，简称ACA）在

主要城市均设有办事处、服务站和车库。如果你是一个另国汽车俱乐部的会员（例如美国的AAA

），就可以得到车辆服务和购买地图的折扣（

需要携带会员卡）。ACA总部电话：4802-6061；www.aca.org.ar; Av del Libertador 1850

Palermo)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6、搭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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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市郊的加油站是较好的搭车地点，卡车司机会在那里给他们的车加油。在巴塔哥尼亚，交

通距离往往很长而汽车却不多，所以要做好长时间等待的准备，并带好快餐食品和温暖防风的衣

物。多带点水，尤其是在北部沙漠中。你还要了解，很多小汽车都是载满了整个家庭成员的。

       对于女性来说，Haciendo dedo（搭便车）在阿根廷十分安全；不过不要单身搭车，

不要搭车上有两个男人的便车，也不要在夜晚搭车。在阿根廷农村搭车没有什么特别不安全的，

不过不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搭便车。拿个牌子会提高搭车的成功率，最好在上面写着诸如visitand

o Argentina de China(从中国来阿根廷游)的字样，那样的效果往往会比只写着目的地要好

   

7、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内交通 

市内主要3大公共交通分别：地铁，公车，火车。

地铁

宜诺斯艾利斯地铁始建于1913年，是南半球第一个地铁系统。

地铁的票价为1.1peso(坐一个站是这样的价格,把整个地铁坐完也是一样）

地铁站有窗口售票,也有买地铁卡的.地铁卡不需要押金.

地铁有A，B，C，D，E，H，P线。

A线: CARABOBO-PLAZA DE MAYO

B线: LOS INCAS-ALEM

C线: CONSTITUCION-RETIRO

D线: CONGRESO DE TUCUMAN-CATADRAL

E线: PLAZA DE LOS VIRREYES-BOLIVIAR

H线: CASEROS-CORRIENTES

P线: INTENDENTE SAGUIER-CIVICO

P线: INTENDENTE SAGUIER-GENERAL S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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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A,B,C,D线上主要的几个站：

A线.(虽然很古老,有时候有些列车的门还需要自己手拉开,可是我非常喜欢这一条地铁线.总是觉得

好像哈利波特的麻瓜火车)

PLAZA DE MAYO:地铁的出口就使5月广场,玫瑰宫以及大教堂.女人桥也在附近.

PERU:中转站.与C,D线连接的地方.如果想从A线转B线的话.要先在这里转C线或D线,再转A线.

CONGRESO:这个站的出口就使阿根廷的国会大楼了.

PLAZA MISERE: 与H线的交汇处.地铁出口就是一个火车站.

CARABOBO:离韩国村大概10条街左右.(常常跟朋友在这个地铁站集合,再一起坐的士去吃饭.)

B线

FLORIDA:出口就是著名的弗罗里达步行街(这条街,稍后会介绍)

C.PELLEGRINI:为C,D中装线.

PASTEUR:出口位于ONCE.

CARLOS GARDEL:这个站连接着SHOPPING ABASTO.

ANGEL  GALLARDO:皮具街就在附近.这里卖的皮具便宜很多噢.

C线

这条地铁线相对A,B,D来说,没有那么安全.但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地铁线.

RETIRO:这个站的出口是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附近还有移民局,女人桥也很近.

D线

9 DE JULIO:出口就是世界上最宽的大街--79大道.这个站也是B,C的中转站.

BULNES:出口连接SHOPPING ALTO PALERMO.

PLAZA ITALIA:意大利公园站.意大利公园,玫瑰公园,日本广场,PALERMO SOHO都在附近噢.

JURAMENTO:这个站里唐人街大概7条街左右.

公车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公车系统很发达，至少超过500条公车线路。但是可能由于这里的公车都是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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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小一点的公司可能就是一条公车线，大一点的话就多几条线路。所以这里的公车基本上

车体相对国内某些大城市来说比较老旧，没有冷气。

这里的公车都是投币式的，所以请自备硬币。现在也有公车卡了，但是不是所以公车都可以使用

，有些线路还是只能投币而已。这张也可以在地铁上使用(不是跟地铁卡同样的哦，公车卡可以在

公车跟地铁上使用，但是地铁卡就只能在地铁使用)

另外提示一点，如果不是很熟悉你要坐的那班车的话，上车的时候请问问是否到你想到的那个地

方，因为虽然是同一条公车线，同一个名字，但是可能会走不同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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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阿根廷美食

   

1、美食介绍

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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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是世界上葡萄酒的生产与消费大国。葡萄酒田的面积大约占全世界的3%，相当于南半球葡

萄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葡萄酒产量在全球第四、五位之间，四百多年葡萄酒历史见证使我们很

难将阿根廷列为新兴葡萄酒生产国。到阿根廷一定要品下这么久远历史的正宗葡萄酒。

烤肉和馅饼

当地人以肉类为主食，但也有各类蔬菜饭店里提供西式餐饮。还有不少麦当劳、比萨、炸鸡店。

特别推荐自助式烤肉店，肉现烤，蔬菜自助，饮料单算。一般每人8-10比索即够。在伊瓜苏，可

去吃巴西烤肉，风味不同。喜欢甜食的人，应品尝它的巧克力和冰淇淋，花同样的钱，会得到比

北美和欧洲大一倍的东西。最常见的点心是馅饼(empanada)，大都包蔬菜，蛋，橄榄，牛肉，鸡

肉，火腿或起司，馅饼有用烤的也有用炸的。 

empanada

观光客如果没什么预算，可以试著在中心市场找物美价廉的食物，随处都有小餐馆可以吃到美味

的鸡肉馅饼 (Empanadas)、腌肉(fiambres)等食物，都只需餐厅一半的价钱而已。机场，火车站附

近也有麦当劳类的速食餐厅，会供应牛肉三明治 (Lomito)、热狗

(Panchos)及汉堡。一般的餐厅则有专业服务人员而且点菜也有较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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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汁原味吃牛肉 

阿根廷的牛只，白天以青草放牧饲育，肉质较纤瘦而具嚼感，晚上收入牛棚圈养，喂以豆类饲料

，让它们不失丰腴，因此，烤肉是阿根廷的一大特色，多吃牛肋骨扒。烤制方法很简单，牛肉绝

不事先腌制，烤的时候仅用一点盐，直接炭火烧烤而成。阿根廷的牛肋骨扒有个特点，就是肉中

带筋，不能太生食用，一定要烧制成七八成熟才甘香可口。虽然称为牛肋骨扒，但分量不少，骨

边先是一层牛油，再到瘦嫩的牛肉，吃起来甘香阵阵，炭烧得外酥内嫩，牛油肉汁都保留在内。

清凉畅饮马黛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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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黛茶

据说，阿根廷人以烤肉为主食，一周里面4－5天都在吃烤肉。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大吃新鲜烧烤

，阿根廷人怎么就不上火？秘诀有两个，一是吃烤肉的时候，配搭大量的生鲜蔬菜，二是大家共

饮一种叫做“马黛茶”的饮料。马黛茶，跟马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种当地草药名字的译音。

马黛茶在阿根廷当地有很多的品牌，不同的品牌功效是不同的，烤肉店里引进的散装马黛茶主要

功效是清理血中的脂肪、去除燥热，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凉茶，连颜色、味道都和我们的夏枯草

相似！不过地道的饮法很有意思，在店门口层架摆放的小木杯，是当地专饮马黛茶的器皿，最特

别的是吸管、勺子、过滤器三合为一的小工具，一边搅匀茶，一边可以饮茶。据说，因为茶味甘

苦，当地人都是一桌人共饮一杯马黛茶的，一人喝完了再冲，冲了新茶又轮到下一位。考虑到卫

生问题，店子里这种杯子只作陈列作用，点来喝的时候，还是分开一人一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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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烧扒类 

炭烧阿根廷牛扒

炭烧的方法，不但用在各种牛扒中，店中还有不少鸡、鸭、鱼等的炭烧扒，各种肉味自然不同，

但是价格就实惠得多，还分量十足。吃扒的时候，要注意一种特别的配汁。它是用洋葱、番茄、

胡萝卜、马铃薯等蔬菜淋了橄榄油、盐做成的，由于加入了当地香料“阿里根奴”而变得更加香

甜，初次吃扒的人，常常会误会为伴碟的蔬菜。

   

2、布宜诺斯艾利斯美食地推荐

餐厅推荐

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有佳肴，无论你是否吃肉，都一定会吃得很高兴。大多数餐馆都提供统一

标价的Parrillada(烤肉)、意大利面，有些也提供minuta(快餐)，不过最近几年，大量更国际化和异

域化的餐馆开始突然出现在Palermo Viejo区和Las Canitas附近。另一个美食重心区域在Puerto Mader

o区，不过此地90%的餐馆都非常独特，同时也较为昂贵，这里更多地提供煎烤类而不是煸炒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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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素食者会十分高兴：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像阿根廷其他地方，有许多很好的餐馆提供素餐——你

只要知道到哪里去找到他们就成了。大多数这类餐馆会提供少量的意大利面，沙拉和比萨饼——

不过除此之外没肉的选择就不多了 。

市中心

Pizzeria Guerrin（Av Corrientes 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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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可口且廉价的比萨饼切片而闻名；你可以像当地人那样站着吃，当然也可以坐下休息一会儿

。

EI Cuartito （Talcahuano 937）另一个很棒的比萨饼店，同样需要站着吃，价格也不贵，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很有名。帖着许多很好看的旧体育海报。

Cocina Patora(San Martin 1141)提供便宜但是极佳的阿根廷北方菜肴，如locro(辛辣的炖肉)。气氛很

好，充满现代感，距离圣马丁街的繁忙地区不远。

La Esquina de las Flores(Av Cordoba 1587；周一至周五8：30am~8：30pm，周六至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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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素食港”，每天都会更换菜式。可以外卖，还有一家小商店出售小麦面包、

大豆面粉和有机茶。

Lotos(Av Cordoba 1577；周一至周五11：30am~6pm)在La Esquina的隔壁，这家素食的自助餐馆也

提供新鲜和健康的膳食。楼下的商店出售seitan(麦麸)、棕色大米和小扁豆。

Cumana(Rodriguez Pena 1149)它的比萨饼、empanada(肉馅卷饼)和cazuela(罐炖肉或蔬菜)都极受欢

迎，价格也很低廉。具有很好的乡村气氛——不过你需要早点去（我可提醒过你了）。

Parrilla al Carbon(Lavalle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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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吃又快又便宜又可口的烤肉的话，在市中心没有比这家小店更好的选择了。点一份choripan

(香肠三明治)的价格有点荒谬。

 

Filo(San Martin 975)周边很时尚现代，地下室有一间艺术画廊。选择很多，沙拉、比萨饼、意大利

面和甜品——每一样都很不错。

Chiquilin(Montevideo 31)如果想吃高品质的意大利面和parrillada(烤肉)，这里很好的选择。餐馆里

悬挂着各种火腿和各国国旗，而你就在下面用餐；这里即使到午夜也会非常繁忙。

其他推荐还有：

Pippo(Parana 356)便宜、随意，开张很晚，在Montevideo 341有一家分店。

La Huerta(Lavalle 895;午餐 周一至周五,晚餐 周五和周六)素食自助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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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erto Leyenda（Av Rivadavia 1119）提供所有你想要吃的。

El Patio(Av Florida, Lavalle 与Tucuman之间；午餐 周一至周五)美食广场。

Galerias Pacifico(Av Florida与Av Cordoba交叉路口)楼下有美食广场。

Grant’s(Junin 1155)提供所有你想要吃的，在Ave General Las Heras 1925有一家分店。

El Sanjuanino(Posadas 1515)便宜的雷莱科塔餐厅，有locro、墨西哥菜肴和empanada。

Granix(Av Florida 165午餐 周一至周五)漂亮的素食自助餐厅；在Galeria Guemes的一楼。

圣特尔莫区（San Telmo）

La Vieja Rotisseria（Defensa 963）

(图片由网友 @笑红颜 提供)

每个星期日下午这里都会令人绝望地拥满人。这家便宜的烤肉店会给你带来经典的气氛，有探戈

的伴奏和极棒的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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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Desnivel(Defensa 855)这家餐馆因其受欢迎程度，已经有所涨价，不过仍然值得来一次。Vacio(牛

后腹肉排)很可口鲜嫩——如果胆量足够，你可以尝试一下bien jugoso(半熟肉)。

Las Marias(Bolivar 949)一个候补的好选择，餐馆有点老，周围环境充满了传统气氛。有可口的parril

lada和自制的意大利面，同时也是一家很低调的餐馆。

La Farmacia(Bloivar 898；周一至周五没有午餐)除了充满创意的烹饪风格，这家餐馆的墙壁上还布

满了各种不错的艺术品。在这座老房子中用餐很是舒适惬意。如果天气暖和，建议坐到屋顶的露

台上去。

Palermo Viejo区

Oui Oui(Nicaragua 6068)很可爱的法式小酒馆。有美味的蛋糕、沙拉和三明治。周末的早午餐很棒

，不过要早些去——实在太受欢迎了。

Mark’s Deli & Coffeehouse(El Salvador 4701)这是一家现代化的餐厅，能够烹饪出很好的汤、沙拉和

三明治。拥有很酷的现代派装饰的室外坐席令人感觉舒适，每个阳光明媚的周末这里都有很多人

。

Bangalore(电话：4779-2621；Humboldt 1416)基本上是个酒吧，不过楼上的一个小空间有几张餐桌

。印度菜的名字就像是游戏的名字：你可以挑选咖喱南瓜、咖喱牛排、Madras鸡肉或Saag Aloo。

Krishna(Malabia 1833；午餐和晚餐厅周三至周日，午餐 周二空间不大，四周布满了印度窗帘，餐

桌上有多彩的镶嵌图案。在享用饭菜的同时，可以饮上一杯lassi或印度茶。

Lo de Jesus(电话：4831-1961；Gurruchaga 1406)

奇妙的街角餐厅，每张餐桌（包括人行道上的餐桌）都铺着洁白的桌布，服务生周到体贴。这里

烤制的parrillada(尝一下 ojo de bife——牛里脊)和意大利而都很不错。

El Trapiche(Paraguay 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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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笑红颜 提供)

比Palermo Viejo区大多数的餐馆都要更传统些，有超出一般水准的意大利利面、沙拉以及对肉食

爱好者很重要的parrillada。尝试一下这里的特色菜——lomo(腰部嫩肉)。

Bo Bo(Guatemala 4882)这家时髦的极简风格的餐厅有极好的各种国际风味菜肴。尝试一下南瓜和山

羊干酪制成的sorentino(类似于大馄饨)，别忘了蘸点香蒜酱；也可以试试内有嫩煎蘑菇的酱油兔子

肉。

Bar Uriarte(电话：4834-6004；Uriarte 1572)

是另一家时髦的餐馆，有非常好的菜肴。在这里用餐，最精彩的是你可以在很小的一张菜单上看

到很多地中海风格的餐食，餐厅后面还有一个用于烤比萨饼的砖式烤炉。尝试一下4.50美元的午

餐。

其他推荐还有：

Club Eros(Uriarte 1609)脏脏的便宜的本地风味餐馆，总是挤满了用餐者。

Bio(Humboldt 219；周日和周一晚上关门)很小的街头餐馆，却有很可口的本地食品。

Las Cholas(电话：4899-0094；Arce 306)位于Las

Canitas,有很好的阿根廷北方菜。质优价廉，具有乡村风格，非常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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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cento(电话：4778-1900；Av Baez 199)位于Las

Canitas区的奇妙的街角小酒馆，有美味的意大利面、肉、鱼和沙拉。

Sudestada(电话：4776-3777；Guatemala

5602)有美妙的东南亚风味；需要提前预订，尝试一下鸭肉。

Olsen(电话：4776-7677；Gorriti 5870)绚丽的空间，甘美的食品，昂贵的价格。

饮品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属于夜晚的，这里有无数的咖啡馆、酒吧以及现场音乐演出场所。每天晚上，

你都可以在这些地方无休无止地喝下去。咖啡馆的营业时间较长：它们通常从早上开到深夜。酒

吧和音乐演出场所开门较晚，不过关门也更晚；尤其是在每个周末，它们经常要忙碌到次日早上6

点。

 

咖啡馆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文化很浓厚，这一点从这座城市的咖啡馆数目就能明显看出。有些咖啡馆

非常著名，它们充满了雅致和高贵的气氛，同时也有着丰富和悠久的历史。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会

在这里消磨时间，一边享用medialuna(羊角面包)和cortado（加奶的咖啡），一边高谈阔论山南海

北的各种问题。许多咖啡馆也都能用餐。

 

Bar Plaza Dorrego(Defensa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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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笑红颜 提供)

圣特尔莫区最大气的咖啡馆之一，位于Plaza Dorrego广场。黑色的木墙环绕四周（看看墙上的涂

鸦），充满了旧日的气氛。每到周末，这个地方总是喧闹万分。

Café Tortoni(Av de Mayo 829)

布宜诺斯艾利斯咖啡馆中的“卡迪拉克”，著名的果子冰淇淋（Tortoni）总会吸引你准时到这里

享受充满魅力和品质的氛围——不过设在馆内的纪念品柜台已经成为咖啡馆的新标志。晚上会有

探戈演出。

Richmond(Av Florida 468)避开喧闹的Av Florida街，在这个雅致的咖啡馆里小小休息一番。在菜单

上可以找到各种口味的咖啡、小吃、主食以及鸡尾酒。Richmond是一个很受布宜诺斯艾利斯作家

们欢迎的聚会场所，其中便有博尔赫斯（Borges）。

La Biela(Av Quintana 600)衣着华丽的中产阶级们很喜欢在雷科莱塔区的这个上等场所消磨几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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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当然也很贵喽，室外座位的菜单甚至还更贵一些——不过有时你实在无法抵挡屋外温暖阳光

的诱惑，尤其是周末。

Clasica y Moderna(Av Callao 892)

(图片由网友 @吊儿郎当小青年 提供)

一座高贵、舒适的咖啡馆，有着浓郁的艺术气息。众多著名的诗人、哲学家、歌唱家和音乐家经

常会来这里。内部有一家人文书店，此外通常还有一两种报纸。

 

Los 36 Billares(Av de Mayo 1265)Av de Mayo街上另一家富有传统的咖啡馆，用木饰装点，有着优美

的环境。这里最受欢迎的是台球厅，有着足够的台球桌，经常举行比赛。夜晚甚至还有探戈、民

间音乐和肚皮舞的演出。

挥霍一把！

La Cabrera(电话：4831-7002；JA Cabrera 5099)如果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能去一家牛排餐厅，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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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选这家。这里有该城最好的烤肉，经过专业烤制的大份烤肉将盛放在你面前的木板上。同时

还有少量美味的调味品（橄榄、晒干的西红柿和山羊奶酪）。比起Palermo Viejo区的其他餐馆，

这里的气氛不那么高不可攀，但却依然保持着精致与文雅。这家餐厅很受欢迎，好在附近还有一

家分店可以让你不用等待太久。

 

酒吧

Palermo Viejo区集中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新潮和最受欢迎的酒吧，尽管在市中心和圣特尔莫区也

有一些不错的选择。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并不嗜酒，所以如果你喝醉了，有时会令他们皱起眉头。

要是想节俭一点，建议你在周末去参加Plaza Serrano广场（同样位于Palermo

Viejo）的公众聚会，你可以买上几瓶酒加入其中。

Gibraltar(直布罗陀酒吧；Peru 895)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受欢迎的酒吧之一。背包客和本地居民都喜

欢来这里，使得这家酒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文化，良好但不浮夸的气氛。这里有可口的国际

风味食品，如牛排、啤酒馅饼、绿色泰式咖喱和凯撒沙拉，还有各种威士忌。

Milion(Parana 1048)酒吧兼餐馆，坐落在一座富丽堂皇的翻修老式公寓内。酒吧区在2楼和3楼，被

分隔成数个小房间，有着高高的天花板。这里总是喧闹万分、充满烟味，但却也深受欢迎。从漂

亮的阳台上能够看到绿荫环绕的花园。

Gran Bar Danzon(Libertad 1161)

时髦而昂贵的餐厅，同时也是一家葡萄酒特色的酒吧，可以提供很多种品种的葡萄酒。十分受欢

迎，所以尽早来享受吧，还可以占上一个舒适的沙发座。每周四和周五上演现场爵士乐。

Acabar(Honduras 5733)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众多酒吧式餐厅中的一家，有着绚丽多彩的内部装饰，

此外还有为每个人提供的棋盘类游戏以及很好的音乐，因此这个宽阔的空间中总是挤满了来找乐

子的人们。周中会安静些。

Congo(Honduras 5329) Palermo Viejo区的大型酒吧。有城里最好的音乐表演。建议到后面热闹的花

园去，喝上一两杯富于异域风情的鸡尾酒——它们实在不错。

Mundo Bizarro(Guatemala 4802)

酷酷的酒吧，位于Palermo Soho区，播放节奏强烈的乡村摇滚。从日本寿司到得克萨斯——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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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应有尽有。如果想要一个好座位的话，早些过来。

Unico(Honduras 5604)非常受欢迎，这个Palermo Hollywood区的街角酒吧总是显得餐桌不足，尤其

是在周末（一定要早点来）。优美的音乐，人行道上的轻巧餐桌，烈性的美酒以及令人感觉惬意

的气氛，这里实在是个值得一来的好地方。

Janio(Malabia 1805)位于Palermo Soho区的时髦街角酒吧兼餐厅。有好几层楼高，最高一层是有顶的

露台。酒吧里的狭小过道很有趣，不过在温和的夏日夜晚，这里最具特色的还是人行道边的餐桌

。随着夜色渐深，音乐也会越来越喧闹。

Kilkenny(Marcelo T de Alvear 399)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著名的爱尔兰酒吧，是商业人士下班后最喜欢

来的地方，但到了周末的夜晚，这里就会挤满各种其他类型的人群。无比昏暗，烟雾缭绕，不过

它实在是太棒了，所以还是那么受欢迎。

Druid In(Reconquista 1040)距离Kilkenny只有一街之隔，不过更加舒适。每个周五和周六，这里有

最好的爱尔兰酒吧食品（牛排、腰子馅饼和爱尔兰炖肉）和现场表演的凯尔特音乐。

Le Cigale(25 de Mayo 722)气氛十分活跃，有很好的鸡尾酒；每二晚上的DJ表演特别受欢迎。每周

日的晚上几乎都会举行各种派对，所以那时的餐桌会非常紧张。

Deep Blue(Ayacucho 1240)

迄今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好的台球表演场所。波纹般的金属天花板下，有几十张蓝色的台球桌

，每个周四和周六还有DJ音乐表演。你甚至可以在自己的桌边找开啤酒龙头来杯啤酒。

在Reconquista 920还有一家小些的分店。

Doctor Mason(Araoz 1199)独特的街边酒吧，主要经营microbrew(小酿酒厂)，有些酒甚至是全阿根

廷最好的。也有瓶装的健力士（Guinness）、lsenbeck、Duve等啤酒。这里还提供很好的创意菜，

楼下有几张台球桌。

Van Koning(Av Baez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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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沿尚的Las Canitas区，这是你可以去解渴的最好的一家酒吧。你能发现很多有趣的细节——独

特的荷兰主题将带给你中世纪的海上航行氛围。在黯淡却舒适的多层空间里藏着3个酒吧，很受外

国人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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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布宜诺斯艾利斯娱乐

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不会“安睡”，每个夜晚你都会发现一些可做的事情。这里有许多剧院和音乐

演出，探戈表演更是处处可见。每到周末（特别一些周日的夜晚），夜总会就会达到高潮。

每个时髦的购物中心都有自己的电影院；大多数电影都会采用原始语言，附上西班牙语字幕。你

可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上查到放映时间。

你可以在一些地方买到打折票（特定的剧院、探戈和电影），包括Cartelera Vea

Mas;电话：6320-5319；Av Corrientes 1660,suite 2)、Cartelera Baires(电话：4372-5058，Av Corrientes

1382)。Ticketek(电话：5237-7200；www.ticketek.com.ar

)在全城都有销售处，出售大型场所的演出票。

   

1、探戈表演 

大多数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客都希望能够在这里参加一场探戈秀。不过很难找到一些“免费

”（一般需要你捐助）的街头探戈表演。一些餐馆里（特别是在圣特尔莫区和博卡区）也会提供

免费的探戈秀，不过你总需要在那里吃或者喝点东西。

Bar Sur(电话：4362-6086；Estados Unidos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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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外部(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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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这个场景吗

 

《春光乍泄》中黎耀辉做侍应生，也就是何宝荣跳探戈的酒吧，入场费50美金，在这里咖啡吧的

平均价格在2美金一杯咖啡左右的情况下，这个价格令人咂舌，但是香港人的旅行团来阿根廷基本

都会去bar sur，为的是纪念已逝的哥哥吧。

Café Homero(电话：4701-7357；JA Cabrera 4946)位于Palermo Hollywood区的家咖啡馆总有优美但

不昂贵的探戈表演——不过你需要在这里消费。去之前打电话做好预约。

Café Tortoni(电话：4342-4328；www.cafetortoni.com.ar ;Av de Mayo 825)

高质量的探戈会在这个老咖啡馆中表演，价格不贵。每晚会有两场。

Centro Cultural Torquato Tasso(电话：4307-6506; www.tangotasso.com ;Defensa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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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这里是圣特尔莫区很棒的演出场所，拥有很好的表演（周三至周六）。

Club de Vino(电话：4833-8330；JA Cabrera 4737)位于Palermo Hollywood区的高消费场所，有现场表

演的探戈音乐——不过只有歌手（没有舞蹈者）。周五和周六晚上去较好，需要提前电话预订。

Confiteria Ideal(Suipacha 384)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重要地标，可以提供廉价的夜间表演。

El Balcon(电话：4362-2354；Humberto Primo

461)免费的探戈秀周五至周日每晚9点开始，不过你需要在这里用餐。

Mitos Argentinos(电话：4362-7810；www.mitosargentinos.com.ar; Humberto Primo 489)周五和周六晚

有现场摇滚音乐表演，不过在每个周日提供探戈课程，同时整个下午都会有探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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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迎合旅游业的精彩的“晚餐+探戈”演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是）都是适合那些有钱的

游客的。许多地方会令你感觉有拉斯韦加斯的味道，这里的服务通常还包括更换服装、干冰和艳

舞。必须提前预订。

Complejo Tango(电话：4308-3242；www.complejotango.com.ar ;Av Belgrano

2608)包括一个集体探戈课程。

El Querandi(电话：5199-1770；www.querandi.com.ar; Peru 302)同时也是一个餐馆。 

El Querandi里的舞者

Taconeando(电话：4307-6696；www.taconeando.com; Balcarce 725)大约有130个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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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育 

如果你足够幸运，能够亲临现场观看一场足球比赛，那你将遭遇一种其他任何运动都难望项背的

至高激情。最受欢迎的球队当属博卡区的博卡青年队（Boca

Juniors;电话：4362-2260；www.bocajunioors.com.ar; Brandsen 805）和河床队（River

Plate;电话：4788-1200；www.carp.org.ar ;Alcorta 7597），后者位于Aeroparque Jorge

Newberry机场西北的贝尔格拉诺区（Belgrano）。 

(图片由网友 @笑红颜 提供)

球票的价格基本上取决于具体的球队以及你的需要。一般来说，entradas populares(露天看台)是最

便宜的座位（6.5~8美元），所以总是会吸引更多的热情球迷；不要在这里显露出你的任何钱财，

包括手表、项链以及独特的相机。Plateas(固定座位)需要花费10~30美元。

如果你不想自己一个人去看球，可以加入Tangol(电话：4312-7276；www.tangol.com ;Av Florida

971,suite 31)的旅行团，通常一张球票、旅馆往返交通和导游一共需要36美元。欲了解更多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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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的信息可以参见网站www.afa.org.ar 。

10月至12月期间，马球在马球场（Campo de Polo，位于巴勒莫区）最为流行。橄榄球、赛马和pot

o(一项阿根廷传统的马背比赛)同样也深受欢迎。

   

3、现场音乐演出 

有些酒吧拥有现场音乐演出，尽管近期的火警制度可能会影响到一些演出计划。想要听古典音乐

和看探戈演出，继续看以下内容。

Notorious(电话：4815-8473；www.notorious.com.ar ;Av Callao 966) 

很小的地方，不过却会给你很亲切的感觉，这里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顶级的欣赏爵士音乐的地方

之一（几乎每个晚上都有；星期六则属于波萨诺沃舞）。提供晚餐；在酒吧前方有一个CD商店，

在那里你可以在购买之前试听。

Club de Vino(电话：4833-0049；Cabrera 4737)位于Palermo Viejo区的上流夜总会，拥有一家值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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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的浪漫餐馆，还有眩目的酒吧以及180座的音乐厅，此外还有葡萄酒商店和更小的葡萄酒博物馆

。最精彩的是这里的爵士乐、民间表演和探戈演出。这里的葡萄酒极棒（那是当然的），奶酪蛋

糕也不错。

La Trastienda(电话：4342-7650；www.latrastienda.com;Balcarec 460)提供各种国际演出，最著名的萨

尔萨（salsa）、梅伦格（merengue）、蓝调、拉丁流行乐和探戈剧基本都在大剧场演出（400个座

位，还有1000人的站席），不过摇滚才是这里真正的精华。一些著名的名字，例如Pericos、Café

Tacuba和Yo La Tengo，都曾出现在这里的演出表上；网站可以查询演出时间表。

La pena del Colorado(电话：4822-1038；Guemes 3657)

极好的本地音乐演出场所，总是挤满了乱弹吉他的顾客，晚上有民谣演出，这里的烟味总是很浓

。除此之外，还能享用到阿根廷北方的特色餐食，如empanada(肉馅卷饼)、locro(辛辣的炖肉)和h

umita de Chala(接近墨西哥的玉米面团包馅卷)。

El Samovar de Rasputin(电话：4302-3190；Del Valle lberlucea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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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笑红颜 提供)

地处游客众多的博卡区中心，因其令人震撼的蓝调音乐而闻名。经营者Napo是一个古怪的嬉皮士

，据说他很喜欢Mick Jagger、Taj Mahal和Eric

Clapton(没有提到过Pavarotti)。周末有现场的蓝调音乐演出。

   

4、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性恋者 

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在是南美洲男同性恋者最热门的目的地，有各种类型的同性恋酒吧、咖啡馆和

夜总会。尽管阿根廷对于同性恋一般持容忍的态度，但是这里毕竟还不是旧金山和悉尼。布宜诺

斯艾利斯的女同性恋者当然也存在，不过不像同性恋者那样明显。

同性恋者常去的地方会发放一些免费册子，如La Otra Guia和The Ronda and

Queer,上面列有同性恋者活动场所。杂志则有NX和Imperio G,在报摊上卖。Avs Santa

Fe街和Pueyrredon街附近是同性恋者夜间流连的区域，街角有人发放打折优惠券。

www.thegayguide.com.ar 和gaybuenosaires.blogspot.com是同性恋网站。Pride

Travel(电话：5218-6556；www.pride-travel.com; Paraguay

523,2E)则提供同性恋者旅游信息。www.friendlyapartments.ar网站和圣特尔莫区的B&B 旅馆Lugar

Gay(电话：4300-4747；www.lugargay.org; Defensa

1120;单35~45美元，双45~65美元)，为同性恋游客提供租房服务。

每年11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男女同性恋者的电影节cinefest(www.diversafilms.com.ar)

,还有一次同性恋游行gay pride parade(Marcha del Orgullo Gay; www.marchadelorgullo.org.ar)。

以下是几个同性恋夜总会：

Amerika(电话：4865-4416;Gascon 1040;周五至周日)宠大的人群，昏暗的角落，巨响的音乐。

Bach Bar(JA Cabrera

4390;周四至周日)吵闹，会令女同性恋者感到有趣。私密性很强，总是客满。周五和周六人最多。

Contramano(Rodriguez Pena

1082;周三至周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早的同性恋场所之一。周日有演出和抽奖。

Glam(JA Cabr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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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6;周四至周六)在一座旧式大厦中。有很多休息厅、酒吧和帅哥。周四和周六人较多。 

Glam(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Sitges(电话：4861-3763;Av Cordoba 4119;周五至周日)每个周日有卡拉OK，很喧闹。

Palacio Alsina(电话：4331-1277；Adolfo Alsina 934;周四至周日)富丽堂皇，有热舞演出，总是挤满了

人。周五和周日来的大多数人是同性恋者，而周四和周六就不一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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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cio Alsina(图片由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提供)

Club 69的演出情况参见Club Niceto。

   

5、古典音乐和表演艺术 

9 de Julio和Av Callao街之间的Av Corrientes大街，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百老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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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笑红颜 提供)

Teatro Colon(电话：4378-7133；www.teatrocolon.org.ar ;Tucuman与Cerrito交叉路口)首都最具声望的

艺术演出场所，是一个观看歌剧、芭蕾舞、戏剧以及古典音乐的极好但也昂贵的地方。有些演出

的价格令人惊讶地便宜——不过，外国人需要支付双倍的价钱。

Teatro General San Martin(圣马丁将军剧院；电话：0800-333-5254；www.teatrosanmartin.com.ar ;Av

Corrientes 1530)这里的表演和活动通常不太昂贵（周三对折），不过几乎只有西班牙语的演出。

有多个演出厅和艺术画廊。

Luna Park(月亮公园；电话：4311-5100；www.lunapark.com.ar ;Av Corrientes与Bouchard交叉路口)占

据了整个一个街区，也可以作为举行歌剧、舞蹈、摇滚音乐会、体育比赛或者其他大型活动的场

所。在网站上可以查到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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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布宜诺斯艾利斯住宿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Microcentro(市中心)是很多风景名胜和服务机构的汇聚地，尽管这里的白天显

得有点忙碌和喧闹。由此向南15分钟步行可以到达圣特尔莫区，那里适合去探寻旧日殖民地的踪

迹；舒适的鹅卵石街道，相近的探戈表演场所，具有蓝领气息。Palermo Viejo区在市中心的西北

，大约10分钟出租车车程。这是一块优美的地区，有许多很棒的老建筑，还有无数各具特色的餐

馆、最新潮的时装店和最活跃的酒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些青年旅舍的单人间（甚至是宿舍

间）往往都要比一家低价旅馆的房间还贵。下面列出的所有青年旅舍都可以使用厨房并提供简单

的早餐，大多数都可免费上网（有些甚至有无线风络），有储物柜（自己带好锁）。大的青年旅

舍会提供许多服务和活动。大多数青年旅舍（尤其是那些较小的）不接受信用卡。要获得一张国

际青年旅舍联盟（Hostelling International,简称HI）会员卡（14美元），你需要前往布宜诺斯艾利

斯的国际青年旅舍办事处（电话：451-8712；www.hostels.org.ar ; Av Florida 835,3楼，suite

319）办理。

市中心

Lime House（电话：4383-4561；www.limehouseargentina.com ; Lima

11）比本地的大多数青年旅舍都要更热闹（室内有音乐表演，而室外就是更加喧闹的9 de Julio街

），四周很俭朴（可以乱涂乱画上几笔），厨房有点差劲，房间也很蹩脚。拥有各种宿舍间，从

四人间到十二人间不等。

Milhouse（电话：4345-9604；www.milhousehostel.com ; Hipoito Yrigoyen 959）

规模大，地处市中心，同时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好的“派对旅舍”。宿舒房间一般4~8张床（

大多数带卫生间），双人间很棒，每个星期一晚上会举行DJ派对，此外还提供各种活动。总共约1

50张床位，另有一座副楼正在兴建。

V&S Hostel Club（电话：4322-0994；www.argentinahostels.com; Viamonte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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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好的旅舍之一，这座位于中心区的旅舍气氛很好，男女分开的宿舍间不错（尽

管有些是双层甚至三层床），服务也很正规。有一个小开井和一间小厨房。整洁漂亮的单人间都

带卫生间；需要提前预订。

Maipu（电话：4322-5142；Maipu 735）豪华的老建筑，仍然保留着旧日时的瓷砖，高高的天花板

，暗淡的光线。房间很大，虽然简单但是可以接受。地处市中心，位置很好，不过不要想在这里

找到任何现代化设施。

Hotel El Cabildo(电话：4322-6745；Lavalle

748)位置之佳无与伦比，就在Lavalle步行街右侧。房间不错，有地毯，有一些还很大。没有早餐。

圣特尔莫区（San Telmo）

Carlos Gardel(卡洛斯加德尔旅馆；电话：4307-2606；www.hostelcarlosgardel.com.ar ;Carlos Calvo 579)

接待处很漂亮，拥有古典风格和探戈主题的装饰。房间没有沿袭这种风格，不过还算整齐大方；

不要住十人间。有一块令人愉快的正餐区域和一处很小的屋顶露台。还有一间小单人间（10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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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ade(电话：4300-7641；www.Hostelnomade.com ;Carlos Calvo 430)

距离Plaza Dorrego广场一条街，有值得自豪的巨大阳光露台，舒适的天井，两个简单的双人间和

数清的六人宿舍间。副楼就在附近一个封闭的院子里，拥有六个双人间和两个错暗的八人宿舍间

。

Hostal de Granados(电话：4362-5600；www.hostaldegranados.com.ar ; Chile 374坐落在一条布满咖啡馆

的街道上，这座高高的旅馆（想想你要走的楼梯吧）有许多室外走廊；房间很大，天花板也很高

，厨房有些阴暗，楼下的餐厅有点华而不实。大多数房间有一台冰箱，有一个小屋顶露台。缺点

是少一个安逸舒适的公共空间。

挥霍一把！

Bo Bo Hotel(电话：4774-0505；www.bobohotel.com ; Guatemala 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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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老派的旅馆之一，提供7间华丽房间。装饰有极简抽象派艺术的条纹，空间结构

具有现代感，色彩配置十分丰富。如果想尝试一些额外的特殊感觉，可以选择入住“Minimalist”

或Argentinean”（带按摩浴缸！）房间，两者都有私人露台。“Rationalista”房间可以使用轮椅。

楼下的餐厅提供整个Palermo Soho区最昂贵的餐食，其他服务还包括保险箱、客房服务和无线上网

。穿上你最好的丝织服装，那样可以和旅馆的整体风格相配，还有，别忘记至少提前一个月预订

。

Palermo Viejo区

Tango Backpackers(探戈背包客旅馆；电话：4776-6871；www.tangobp.com; Thames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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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十分得体的小型国际青年旅舍，建造在一座改建的老房子里，厨房有些脏，不过有个阳光明

媚的屋顶花园。向南三条街是意大利广场（Plaza ltalia,地铁和巴士都有这一站）。

Casa Buenos Aires(电话：6341-9893；www.casabuenosaires.com.ar ;Charcas 3912)对于长期的住客来说

，一个朴素、安静和安全的位置是最适合的。这里不是举行大型派对的地方，只有20张床；相比

起来，旁边的副楼反而显得要更具现代化和有吸引力。可以免费借自行车；需要提前预订。

Chill House(电话：4861-0863；www.chillhouse.com.ar ;Jose Antonio Cabrera

4056)修建后的旅馆大多位于Palermo Viejo区南部的边缘，非常适合那些不需要奢华和太多服务，

而又需要很多派对活动的游客们。在这里，音乐永远在演奏，你还会听到法语（主人们都很国际

化并且热衷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生活）。有一间双人间里有独立卫生间。

长期居住

可供长期居住的高级旅馆和公寓在最近几年忽然流行起来，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旅居阿根廷

者希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逗留几周或几月（或几年）。这类房间的价格会比本地人付的价格要高

，不过房间配备非常完善，还经常配有一位说英语的经理。此外，你不用像本人那样租公寓时还

行付“保证金”。以下这些地方都需要提前做预订。

La Casa de Etty(电话：4384-6378；www.angelfire.com/pq/coret; Luis Saenz Pena 617)主人Senora Esther C

orcias提供三个最基本的双人间，每个房间都有共用卫生间，另有一个冷清的大庭院。在西班牙语

学生中很受欢迎。

Casa de Plata(电话：4953-3950；www.casadeplata.com.ar ; Av Corrientes 2092,4楼)位于一座老式住宅中

，只有五个舒适的铺设地毯的客房；所有的客房都共用卫生间，此外还都有阳台。装饰风格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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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杂，不过整体气氛还是不错的。也有共用的四人间可以提供（每人每周/月60/180美元）。

以下是一些公寓的网站，但也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众多公寓住宅中的一小部分：

Apartmentsba.com(www.apartmentsba.com)

Craigslist(www.craigslist.com)

Friendly Apartments(www.friendlyapartments.com/apart.htm)欢迎同性恋者。

My Space BA(www.myspaceba.com)

Piso Compartido(www.pisocompartido.com.ar)

Reynolds Propiedades(www.argentinahomes.com)

Roomargentina(www.roomargentina.com)

StayinBuenosAires(www.stayinbuenosaires.com)

Tu Casa Argentina(www.tucasargentina.com)

Your Home in Argentina(www.yourhomeinargentina.co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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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布宜诺斯艾利斯购物

如果你腰包足够鼓，布宜诺斯艾利斯可是个购物天堂。这座城市里有无数的时尚购物中心，同时

还有许多时髦商店林立的长街（比如Avs Florida和Santa Fe街）。你会发现制作精良的服装、皮货

、饰品、电子产品、音乐产品和家用器皿，不过任何进口产品（比如说电子产品）都会很贵。 

Palermo Viejo区(图片由网友 @浮梦儿 提供)

Palermo Viejo区是购买时装和创意时尚产品的最佳地区。通向雷科莱塔墓地的Av Alvear大街，则是

古奇（Gucci）和阿玛尼（Armani）品牌的天下。圣特尔莫区的Defensa街布满了昂贵的古董商店。

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 一些周末工艺品市场，例如位于雷科莱塔墓地正前方的嬉皮式feria artesanal。

著名的圣特尔莫区古董集市每周日举行（周六会有一个艺术集市）。想买些便宜的第三世界的进

口产品，可以去过去的火车站 （Estacion Once）附近的Av

Pueyrredon大街；在哪里你会发现想要的一切。

Feria de Mataderos(www.feriademataderos.ocm.ar ;Av de los Corrales与Lisandro de la Torre交叉路口)从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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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deros区向西就是这座城市独特的街市。人们聚集在此寻找便宜的asado(烧烤野餐)、优良的工艺

市场、传统的民俗舞 蹈以及马背上的加乌乔牧民。1月至3月每个周六开放（傍晚6点至半夜），

其他的月份周日开放（11am~8pm）；致电询问确切的开放日期。180路和

155路公共汽车能够带你到达那里，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阿根廷国宝石 

       红纹石又称阿根廷石或菱锰矿。是一种粉红颜色、娇嫩、可爱而又稀有的宝石，是

阿根廷的国宝石，对应心轮，是一种类似粉晶，能量却比粉晶更为精纯。红纹石的能量与心轮对

应，可使佩戴者开心、愉快，尤其当心情感觉郁闷、烦躁时，还能消除心中的负性能量。

羊皮制品

       阿根廷的特产有皮革及羊皮制品，尤其以皮鞋闻名。首都内的多家商店因游客众多

而生意兴隆，有些商店还可以杀价。巴利罗奇市Bariloche的棉质衣料是世界闻名的，手工艺品琳

琅满目。

栲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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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名丹宁，它是制皮革的重要原料，阿根廷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栲胶树（中国叫它竖

木）资源，它生产的栲胶80%以上出口到美、欧、亚各洲，中国每年也从阿根廷进口栲胶。

       栲胶树生长极为缓慢，硬度大，在印第安语中称它为“破斧树”，据说70年树龄的

栲胶树，直径也只有30厘米。其树杆年轮紧密，呈浅棕色，放到水中立刻下沉。

       阿根廷早期的第一个栲胶厂建于1894年，之后栲胶业迅速发展，1926年产量曾达45

万吨，在三四十年代出口20多万吨，占世界出口总量的2/3。但80年代以来，由于非洲及巴西等地

黑荆树（也可提炼栲胶）的开发以及世界栲胶消费的减少，阿根廷的栲胶生产大幅度下降，目前

只剩下5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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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行程推荐

阿根廷5日游

第1天：游览布宜诺斯艾利斯

参观五月广场，有粉红宫之称的总统府，国会大厦，路经世界最宽的7月9日大道，独立纪念碑，

贝隆夫人纪念碑等景点。晚上观看戈表演。

第2天：继续游览布宜诺斯艾利斯

欣赏LAPLATA河沿岸宁静秀丽的景色；午间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用餐，下午游览PALERMO

大广场，玫瑰园,RECOLETA贵族区，贵族公墓，贝隆夫人墓。

第3天：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冰川

早餐后搭机前往大冰川。抵达后游览大冰川国家公园，乘坐MORENOFIESTA游船，游至阿根廷

湖中，停留在大冰川正对面300尺，那种感觉犹如在梦境之中，阳光下所照耀的冰川以白色，浅蓝

宝蓝三种颜色出现，交汇形成美丽的奇景尽收眼底。

第4天：大冰川/火地岛

早餐后小镇漫步，收拾行装，乘机飞往火地岛。游览火地岛市区,世界最南端的博物舘，世界最南

端的银行--火地岛银行，世界最南端的邮局，工艺品市场。

第5天：火地岛/布宜诺斯艾利斯

早餐后游览世界最南端的国家公园----火地岛国家公园，是世界最南部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游客可

在公园内（USD20）搭乘观光小火车至世界最南端的火車站，然后乘车游览世界公路最南端的尽

头—阿根廷3号公路，世界最南端的淡水湖等。午餐后搭游艇游畅智利和阿根廷之著名海峡CANA

LBEAGLE，此海峡将大西洋和太平洋分开，水面宁静而清澈；继续游览至海狗岛，鸟岛，世界最

南端城市灯塔，然后返回市区晚餐。晚餐后搭机飞回布市。

阿根廷全景游

此行程包含了阿根廷最重要的几处景点

第1天：布宜诺斯艾利斯

第2天：搭一早的飞机去伊瓜苏港,两小时航程,入住青年旅馆后,有时间的话,

搭船浏览巴西境内的伊瓜苏瀑布部分:

第3天全天在伊瓜苏国家森林公园,搭小火车或徒步浏览.

第4天：中午飞回布市后,立刻转飞巴里洛切,阿根廷内一个重要的旅游区,

风光旖旎,逗留一天后

第6天飞往CALAFATE市,这是前往各大冰川的基地,第7天游览大冰川

位处pantagonia 高原

第8天飞往火地岛上的乌苏怀亚市,在这里前往地球尽头.

第9天晚飞回布家诺斯艾利斯,花1天的时间在这里看一看西班牙遗风,看街头探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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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巴西阿根廷7日行程

很多旅行者会选择将南美一线的巴西和阿根廷连起来游览。

第1天

圣保罗/里约

圣保罗市区游览，乘车前往建于19世纪的皇宫博物馆参观、在那里还可以欣赏到具有19世纪欧洲

风格的花园、巴西独立的地点所建立的独立英雄纪念碑等。午餐后乘飞机飞往里约。抵达后，接

机入住酒店休息。

 第2天

 里约

乘车上耶稣山，观赏里约标志雕塑---张开双臂的耶稣巨像。眺望尼特罗伊跨海大桥。游览海滨大

道，二战烈士纪念碑。下午参观世界著名的珠宝展示中心，观看珠宝的生产过程。晚餐后欣赏巴

西国粹桑巴舞表演。 

第3天

里约/伊瓜苏

乘飞机飞往伊瓜苏，前往曾经是世界最大的伊泰普水电站和水坝参观，此坝坐落在巴西和巴拉圭

两国交界处，十分雄伟壮观。 

第4天

伊瓜苏

驱车前往观赏世界第一大跨度的依瓜苏瀑布，游览由275个瀑布组成的瀑布群，乘电梯进入栈道置

身于飞流直下波涛汹涌的宏伟景观之中。勇敢者可参加乘游艇穿越魔鬼喉瀑布群的探险活动，水

柱从天而泻，游艇在激流浪尖回旋，惊心动魄。

 第5天

 伊瓜苏/布宜

早餐后，乘车过境到阿根廷的伊瓜树，乘国内飞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晚上观看闻名于世的阿

根廷探戈表演并享用阿根廷烤肉，极尽艺术和美食享受

第6天

布宜

早餐后乘车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著名的风景区老虎洲TIGRE，乘车沿途经过OLIVOS高级时尚住

宅区，阿根廷总统官邸，SAN ISIDRO区中世纪贵族商业中心，欣赏LA PLATA河沿岸宁静秀丽的

自然风光；抵达老虎洲TIGRE搭乘私人游艇，行驶于错落有致的，船坞林立的度假别墅之间，领

略素有“南美威尼斯”之称的巴拉那河(RIO

PARANA)下游流域的DELTA三角洲河道错落，树木重生，水鸟嬉戏的独特原始风景；

 布宜

 第7天

布宜/圣保罗

城市游览: 世界三大剧院之一的科隆剧院外观,七九大道,为纪念阿根廷从西班牙获得解放而建的独

立纪念碑,总统府(玫瑰宫),玫瑰宫是阿根廷总统府的别称，因它的外墙漆成玫瑰粉红色，气派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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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阿根廷人的喜称。下午送往国际机场，飞离布宜。抵达圣保罗后在机场转机前往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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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参考书

Lonely Planet 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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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gh Guide: Argentina

Lonely Planet 和 Rough Guide系列书的阿根廷和南美，都可以在Amazon买到。书中信息都稍有一点

过时，特别是关于门票和酒店以及餐馆的价钱，千万不要当真，很多餐馆酒吧的价格都翻了一倍

，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实用信息。两书最后都有简单的西班牙语。如果觉得不够，还可以买一本LP

的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小册子 （Lantin America Spanish

Phrasebook）。如果有雄心壮志要走遍南美，建议买一本Footprint 出的 South America

Handbook，以及  LP的 South America On a Shoestring 。 前者在Amazon风评较好，够详细，但缺

点是不给推荐，后者给推荐，地图详细，但信息不够新，不够细。

2、手表：

千万不要忘记带手表，最好是带闹钟的电子表。落地BA后再买手表，只能乖乖挨宰。

3、安全问题：伊瓜苏和潘塔哥尼亚都很安全，BA差一些。San

Telmo区晚上最好不要步行外出，La

Boca白天也要坐出租车去。一般hostel和hotel都会给你安全建议。

4、其中非常推荐的项目：

阿根廷侧伊瓜苏瀑布的游艇项目：冲水非常爽；

乌斯怀亚canal fun的Gable Island Trip（包括canoeing）：在Beagle

Channel划船，去企鹅栖息的岛上近距离看企鹅，一边trekking一边听导游讲当地的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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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法特旁边冰川国家公园的Big Ice项目：虽然贵（650比索+75比索公园门票），但在冰川上走4

个小时的经历是毕生难忘的，导游会讲解冰川上的各种地貌，其中有一处真的让人叹为观止El

Chaltén的trekking：很成熟的路线，标记清楚，景色壮观。虽然因为天气原因没看到Fitz

Roy真容，但沿途的景致也绝对是值了。而且不花钱

5、邮寄明信片：邮寄明信片是很多人在旅行中的习惯，特别是来自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的明信片

。一定会使收件人高兴不已的。correos是邮局的西班牙文单词。寄到美国5.5比索，其他国家6比

索，好像是全阿根廷统一价，不过从旅游点（比如伊瓜苏）寄可能会贵。邮筒都是红色的。乌斯

怀亚有DHL寄明信片的，也是6块，投到DHL的箱子里。沿途买到过圆形明信片、拼图明信片、

两层叠在一起可以转的明信片等等各种式样的，挺好玩。

6、小费：餐馆10%，出租车1比索左右吧，厕所有人看着的那种也要给小费。

7、游玩费用：

伊瓜苏巴西侧瀑布：门票US$40

伊瓜苏阿根廷侧瀑布：AR$200左右

乌斯怀亚：Gable Island Canoeing tour，AR$540

卡拉法特：Big Ice AR$650+门票AR$70（最贵的，但是看冰川值！）

明信片AR$2-4，邮票AR$6

8、衣：阿根廷地处南半球，中国过冬的时候，阿根廷正是夏天。所以，中国游客出发前一定要对

阿根廷天气有所了解，带好必需的衣服。

9、喜欢暴走的，推荐去Retiro区逛逛，感觉那边的氛围最接近欧洲的老城区的气息。San Telmo的

大街小巷固然是要逛的，感受下市井气息。唐人街也可以去一下，坐地铁到Juramento站，出去再

走6条街就到了。BA的唐人街很有生活气息，很安静很自然。

10、要看探戈的，还是推荐去科隆剧院，有大场和小场之分，价格不贵。在San

Telmo的那家《春光乍泄》里的酒吧SUR BAR看的话，据说就是天价了。想省钱的话，就看San

Telmo一些广场、博卡的小酒馆、以及步行街上的一些露天表演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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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阿根廷光影记忆

《春光乍泄》

    96分钟，让你不能自控的一直按F5的电影，每一个镜头都可以截下来用做桌面。这部电影

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阿根廷，并且不辞辛苦的前往世界的另一端。黎耀辉（梁朝伟）与何保荣

（张国荣）是一对同性恋人，为了有新的开始，他们怀着美丽的梦想（去看南美洲大瀑布）离开

香港来到阿根廷，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迷了路。黎耀辉想安下心来过日子，无奈何宝荣于夜夜笙

歌中放纵着自己的生命，以期找寻更多的刺激，只当黎耀辉是他受伤后的港湾，两人分歧、争吵

越来越多，心的距离越来越远。 

黎耀辉明白过去的日子不可能再复返时，决定离开何保荣，而正是在他离开后，绝望的意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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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耀辉的爱）才在何保荣的脑海中完整的浮现。

夜凉如水的晚上，令人惊艳的春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悄然寂寞乍泄。虽灿若烟花，但却只开一

瞬。在那一瞬间，我们的记忆跨越时间的银河，如同繁星的碎片，散落在地图的两端⋯⋯恍惚中

，我们似乎又看见了辉、荣二人在那个狭小的厨房里相拥起舞的画面，似乎又听到了那句充满诱

惑力的话语：“黎耀辉，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贝隆夫人》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不论是因为世界杯，还是《杜拉拉升职记》，亦或许是那部备受争议

的《贝隆夫人》，你都一定听过这首耳熟能详的歌。 

电影以音乐为线条，讲述了贝隆夫人从一个平民成为名人的经历，从中也表现了南美洲的风土人

情——浪漫的生活方式和动荡的政治局势。贝隆夫人的传奇经历，是文艺作品的好素材。她是农

场主的私生女，在年轻时候为生活而打拼，当过陪舞女郎，表现出放荡不羁的性格；成为总统夫

人以后，虽然国外有人骂她是“婊子”，还冲她扔鸡蛋，但是她的魅力始终不减，受到了国人的

喜爱，甚至还要竞选副总统。参加影片拍摄的许多群众演员，表现出了对她的真挚感情，热烈的

场面似乎是真实场景的再现。她的生命太短暂，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回忆。有多少人能在30多岁

就达到如此辉煌的地步呢？

这片子一半功劳归麦当娜优美的歌声，这片子被人诟病也有一半是因为麦当娜的烂演技。你又如

何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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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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