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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戛纳 棕榈树映衬下的袖珍城市

戛纳法文是Cannes；香港称“康城”；台湾称“坎城”。

       它是一座写满传奇的城市，也是全世界旅行者的避风港，无论公务造访，还是休闲

度假，都一定会在第一眼见到它时怦然心动。对浪漫成瘾的法国人来说，戛纳既是过冬的胜地，

也是避暑的天堂，这里冬天有和煦的阳光，夏天有凉爽的海风，风景优美的长沙滩。其最引人入

胜的要属美丽的海滨大道，一边是沙滩海湾，一边是雅致的酒店，酒店的建筑有上世纪的古建筑

群，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楼宇，在街道中间的绿化带，全年皆有繁花盛开，阳光下生机勃勃的棕榈

树，给小城更增添了魅惑的元素。

棕榈树掩映下的戛纳(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戛纳因每年5月份举行的国际电影节（I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而蜚声世界。来到戛纳，就

会明白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小城举办国际性的盛会。“精巧、典雅、迷人”是大多数人对戛纳的

评价。小城依偎在青山脚下，濒临地中海之滨，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漫步城中，白色的

楼房、蔚蓝的大海，以及一排排高大翠绿的棕榈树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自然风光。 这里处

处精美至极，无论最奢华的酒店，最浪漫的滨海大道，最气势磅礴的影节宫，都在讲述着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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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来吧，给戛纳一次机会，让你收获一生的回忆。

戛纳地理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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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机

        和法国其他城市一样，戛纳最好的旅游季节也是6～10月。而一年一度的戛纳国

际电影节使5月的戛纳人潮涌动，在此期间，酒店的客房相当紧张，价格也很昂贵，如果仅仅是欣

赏美丽的戛纳风光，建议避开5月份。  

影节宫门口(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一年中什么时候来到戛纳都能遇到这里举办大型活动和节庆。每年2月有金合欢

节(当地盛产的经济类花卉，代表信赖)，5月有国际电影节，此外，还有国际赛船节、国际音乐唱

片节、含羞草节等。其中，每年5月为期两周的国际电影节是所有节日中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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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签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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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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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法国旅游签证

步骤：

（1）在线注册：https://cn.visasfrance.org。需要提供常用email地址。

（2）准备签证申请材料：成功注册后，根据系统提示选择签证类型、填写个人信息、提交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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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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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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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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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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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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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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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查询：此后可以随时登录VisasFrance网站查询此次签证申请进程。

（6）取回护照：护照返回到VisasFrance后，会收到短信通知，在工作日的8：30-17：30领回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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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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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票，还需要携带收据。

旅游签证（90天以内）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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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一份填写完整的短期签证申请表，两张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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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护照有效期需超过所申请签证有效期三个月，并附护照个人资料页复印件一份；

（4）在申根国家区域内整个停留期间的居住和接待担保；

（5）经济担保（银行出具的证明）；

（6）在申根国家区域逗留区间有效的医疗保险，保险金额不得低于3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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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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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须标明雇主的地址、电话等联系方式，加盖上公司印章，还须写明该证明签发人的姓名、职务

，并由其签字；

（9）在一张空白纸上用中文写清申请人的地址和电话。

费用：签证费用为60欧元。

 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都必须经翻译公司翻译成法文或英文；

（2）所有复印件都必须使用A4复印纸；

（3）签证申请是否批准，完全由法国使领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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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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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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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酒店的发票等证明材料。

Visas France 地址：

北京：东直门外大街26号，奥加饭店（中服商务酒店）3层。

成都：锦江区大业路6号，财富中心C楼10层。

广州：越秀区环市东路326号，亚洲国际大酒店1303室。

武汉：江汉区建设大道566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B座808、809室。

法国驻华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东三街三号  电话：010-653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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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 广东路689号二楼  电话: 021 6103 2200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

地址：汉口新华后路297号809室 电话：027-85778403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环市东路339号广东国际大厦803房 电话：020-83303405

   

3、货币及汇率

货币：欧元

货币兑换

1人民币元=0.1169欧元

1欧元=8.5568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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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用欧元，硬币1分，2分，5分，10分，20分，50分，1欧，2欧；纸币5欧，10欧，20欧，50欧

，100欧，200欧，500欧，一般很少使用100欧以上的现金，500欧的现金很可能在不少地方拒收。

在法国的酒店、银行及一些商店，可使用主要的信用卡及旅行支票。只要有个人密码，可使用信

用卡从提款机提款。提款机分布于各大购物中心及市区边缘的购物中心。大多数是每天24小时运

作。

   

4、时差与电压

时差：

戛纳位于东一时区，与北京时差为-7，即平时比北京时间晚7个小时；每年3月28日到10月31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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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时间，夏令时比北京时间晚6个小时。

电压：

法国电源为27V/220V、50Hz

插头：分为两项圆孔、三项圆孔。

所以来法国旅游的时候最好准备一个万能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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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应错过的最棒体验

   

1、在传说中的红地毯上行走——影节宫

(图片由网友 @这就是个马甲呀 提供)

延戛纳海滨大道（la Croisette）一路漫游，不用半小时就可以走遍全城。途中你可以看到戛纳最富

盛名的建筑——老港口附近的影节宫（Cannes Festival Palace）。每年五月，这里都会举办全球瞩

目的盛大庆典——戛纳国际电影节。延着影节宫著名台阶拾阶而上，着实是件有趣的事，你也可

以做一回红地毯上的电影明星。影节宫的室内装修采用声势浩大的巴洛克风格，宫殿里有数个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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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霓虹闪耀的舞池周围陪衬着金色铁栏和天鹅绒陈设。这里也常常举办炫目派对，客人个个时

髦漂亮，音乐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的风格，在许多镜球助兴下，气氛华丽又炫目。

当然这幢建筑的吸引力还不止于此。如果口袋里的钱充裕，自制力够强，还可以去巴里耶尔赌场

（Casino Barrière）玩一玩，赌场就在节庆宫里面。

入场费：约70-200元，具体价格随日期和季节变动，有时还提供免费饮料。

地址：1 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Palais des Festivals） Cannes，Alpes-C?te d'Azur 06400

电话：+33 (0)4 9298 7878

营业时间：冬季，周五-周日，晚上11点-凌晨4点；夏季，周三-周日，晚上11点-凌晨4点

   

2、前往花少钱又尽兴海滨大道——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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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世界闻名的戛纳海滨大道（La Croisette boulevard）包括海湾沿线的林荫大道和海滩，一直向东延

伸至港口，位于所谓的“戛纳海港”（Rade de Cannes）保护区内。它的海港风情，在那里朴拙的

渔港风情幽幽静静地散发着，让人无限惬意。飞翔的海鸥、悠长的海岸线、蓝白相间的游艇、雪

白漂亮的海滩，当然也少不了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如云的美女。戛纳的海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海风

吹在脸上，让人不由地放松。

        海滨大道可谓是戛纳的一道“金边”，宽宽阔阔，相当整洁。一边是沙滩海湾，

另一边尽是雅致的酒店建筑，有上一世纪的古董，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楼房。其中戛纳最豪华的五

星级酒店，外貌美轮美奂，说它是皇宫大殿也不为过。此外，还有很多咖啡馆、酒吧和名牌专卖

店。在绿色地带，全年皆有繁花盛开，沐浴在明亮阳光下的棕榈树，常使来访的游客陶醉不已。

       要体验戛纳最道地的海港风情，一定要在海滨大道旁找家温馨的小酒馆。在小酒馆

一边品尝着这里地道的海鲜、淡菜、鱼汤，一边大口地喝着葡萄酒，听着周围的人聊五湖四海的

奇闻，感受着充满鱼腥味、酒精味的豪迈气息。

海滨大道最受青睐的活动之一就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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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海，看游弋的船只，看打扮优雅的美女，看许多许多名牌，甚至有些人来海滨

大道游荡，只是为了看一看穿梭于此的名车。在这里，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一名看客！

   

3、体验越夜越high的夜生活——后台酒吧

(图片由网友 @墨尔本翡翠 提供)

戛纳气候温暖，所以当地酒吧大多一半在店内，一半在店外，而且内部空间狭小。与大城市酒吧

不同的是，这里的酒吧总是身兼数职——既是酒吧，又是餐馆和俱乐部。

戛纳酒吧总是人满为患，许多时髦一族都喜欢来这里放松心情。后台酒吧（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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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isses）是戛纳最红的酒吧之一，想体验戛纳夜生活，决不能错过这里。

后台酒吧的装修别具一格，风格现代又明媚。音乐却不拘一格，有舞曲、民族音乐，还有传统法

国音乐。可能正是这种包容的音乐风格，才让后台酒吧如此受热捧。后台酒吧另一个加分亮点是

——点所有饮料都会附送西班牙风味小吃、橄榄、比萨或寿司。建议晚上11点后去后台酒吧，那

时才是真正“开张营业”的时刻，你将体验到戛纳夜生活那份独特的兴奋感。

Les Coulisses

地址：29，Rue Commandant André，06400 Cannes

电话:04 92 99 17 17

   

4、漫步在苏给区，看尽老城美景 

(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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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划出戛纳的老城部分，当是面朝港口西端的苏给区（Le Suquet）。Le Suquet原意是普罗旺

斯的一种鱼汤。苏给区建立在十几条狭窄街道上，从这些街道依稀可辨出当年古罗马军团营地的

轮廓。骑士山（Mt.Chevalier）、12世纪的城墙和希望圣母院（Notre-Dame-de-l'Espérence），都

是苏给老区代表中世纪风情的名片。

苏给区的街道绕山蜿蜒，甚至可以盘绕至山上。当你拾阶爬上山顶城堡时，不妨在弯弯曲曲的小

街小巷中细心探索一番——在后街停一停，来杯啤酒，叫碗橄榄，与当地老人下一盘西洋双陆棋

⋯⋯从当地人有别于“普通法语”的口音中，你能听到最正宗的戛纳传说。当你到达山顶，站在

教堂前，面对古老城墙，整座小城的美景都会尽收眼底——这就是苏给区送你的最大礼物！

   

5、品古味玩新趣，前往市政厅转转

(图片由网友 @这就是个马甲呀 提供)

戛纳市政厅建于1876年，堪称19世纪建筑的杰出代表。市政厅高三层，每一层都有独特的造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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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除了浮雕纹章，还有用女像柱装饰的古典阁楼。当然，聪明游客不仅仅把目光放在市政厅

上，附近的棕榈海滩赌场（The Casino Palm

Beach）和著名花卉市场也是游览完市政厅后非去不可的观光胜地。

   

6、在法国最大的戛纳港湾悠闲游览

戛纳港湾——法国最大休闲港 

(图片由网友 @幽魂小钱 提供)

戛纳市中心范围不大，以老港为中心，排列得非常紧凑。繁盛的旅游业让戛纳迈开摩登脚步，商

铺、餐馆鳞次栉比，精致时髦，因此风景如画的老港就成了戛纳历史的最后堡垒。沿着圣皮埃尔

（St Pierre）码头，你能看到许多色彩斑斓的传统渔船，它们仍像许多年前那样往来于老港。旁边

的滨海则停满了游轮、游艇和帆船。你无法单凭大小来判断这些船只的种类，因为这里随便一艘

游艇都可能跟游轮一般大。

戛纳港是法国最大的休闲港，也是穿越大西洋的那些游艇的首选目的地。戛纳电影节期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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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明星更会乘船而来，他们不住酒店，而是住在泊在港口的漂亮游艇上——他们果然是最会生

活的人。

   

7、在戛纳海滩餐馆，尝美食赏美景

(图片由网友 @著名空想资本家 提供)

戛纳最美味的食物莫过于种类丰富的鱼类和海鲜，难怪这里的海鲜餐馆多如星海，让人挑到眼花

。戛纳餐馆外表看不出稀奇，其实档次极高而且服务周到，如果你负担得起海滨餐馆的价格，一

定要去海滩品尝一下美味海鲜，这是戛纳公认的最佳饮食方式。

海滨大道沿线的餐厅每天早晨还会提供“咖啡+羊角面包”早餐，你可以在这里一边欣赏蔚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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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风光，一边感受让人心醉神迷的闲适时光。

戛纳最好的餐馆之一昂地那（Ondine），位于卡尔顿酒店（Carlton hotel）对面海滩上，这里的用

餐体验非常独特：餐厅会为客人提供躺椅、日光浴床和遮阳伞，你尽可以彻底放松地享用美食。

更赞的是，在这里用中档价格就可以享受高档菜肴和无敌美景，怎能不令人心动？

Ondine

地址：Boulevard La Croisette Cannes 06400 France

电话：+33 4 9394 2315

开放时间：中午12：00-下午3:30

Bistrot de l’etang

地址：5, Place Etang 06400 Cannes

电话：09 60 50 98 73

   

8、“裸体海滩”，玩胆量更玩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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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圣特罗佩半岛上至少遍布四十多处美丽海滩，离圣特罗佩只有几分钟路程。这里名人频频出没，

因此也被称为“欧洲好莱坞”。

如果你喜欢冒险，想去裸体海滩体验一番，塔希提（Tahiti）海滩绝对是不二之选。由法国头号性

感女星碧姬?芭杜主演的影片《上帝创造女人》（1956年，“And God Created Woman”），正是

在这里取景。这部火辣性感电影中的美丽风光，给原本寂寂无名的小渔村圣特罗佩带来一拨又一

拨超级富豪，他们会乘着私人飞机来这里感受影片中描绘的神秘生活方式。好在尽管圣特罗佩的

知名度与日俱增，但这个小村庄依然保留了往昔迷人而独特的魅力。其他知名海滩还有戛纳里耶

（Caneliers）、萨兰（Salins）和莫阿雷（Moorea）。碧蓝清澈的海水，脚底温暖的细沙，还有让

你浑身舒坦的日光浴——哪怕待一整天也不觉得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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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戛纳主要景点

   

1、影节宫（Palais des Festival）

(图片由网友 @西门砍柴 提供)

影节宫是位于港口边的巨大建筑，建于1982年，可容纳3万人在里面参加影展的各类活动，除了是

影展的正式场地外，里面还有赌场、夜总会及许多的会议厅。戛纳最大的旅客服务中心即在影节

宫的一楼，环着明星的手印，影节宫成戛纳最热闹的中心。它虽不及旧建筑古朴、艺术、典雅，

但其设计和内部设施更能符合现代人的需要，是嘎纳影展的重要会议地点，最受注目的金棕榈奖

即在此颁布。

影节宫作为电影节的主会场，虽不及旧建筑古朴、艺术、典雅，但其设计和内部设施更能符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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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的需要。中心有6层高，宫内主厅设2300座，音响一流。还有一个1000座的大影厅和14个35座

到300座的厅堂，共包括25个电影院和放映室。此宫也可供各种国家会议使用，为了吸引游客，宫

内还设有赌场。

每年的五月在这里举办国际知名的戛纳电影节。影节宫影节宫节目丰富，全年洋溢着欢欣愉快的

气氛。精彩节目包括音乐会、话剧、展览、舞蹈表演及各类体育活动。影节宫前的步行道上有世

界各地著名影星和导演留下的手印。

交通：从火车站步行15分钟到达

地址：1, boulevard La Croisette Cannes 06400

电话：33（0）4/ 93 39 24 53

开放时间：不定（大部分时间只能参观外部）

   

2、戛纳城堡美术馆（Musee de la Cas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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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墨尔本翡翠 提供)

城堡美术馆矗立在旧城区的山顶，由一座修道院改建而成，里面的收藏品都是捐赠的，包括19世

纪的旅行家Baron Lycklama的物品。一进入口处，是乐器陈列室，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多数是

鼓、琴、笛，还可以看到西藏长长的喇叭状乐器，按一下乐器旁的按钮，就会播放该乐器弹奏的

音调。接下来是19世纪普罗旺斯与蔚蓝海岸的风景画作，可以看到100年前戛纳的样子：撑着小阳

伞、穿蓬蓬裙的贵妇，缓步地走在街道上。最后阴暗而细长的甬道，依大洋洲、非洲、亚洲、美

洲来区分，陈列来自各地区的搜括品。此外，还可以看到埃及的石棺、非洲土著风干的尸体；来

自环地中海国家，如希腊、罗马、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塞普路斯诡异的收藏品；以及捐赠这些

珍藏的主人Baron Lycklama在宴会中的奇特扮相。从美术馆中庭的古城堡拾级而上，可以俯瞰到坎

城的全景，也是不容错过的风景。

地址：Le Suquet 06400 Cannes

电话：33 04 9338 5526

价格：3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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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10月至3月10：00－12：00；4月至6月14：00－17：00；1月10：00－12：00

   

3、圣玛格丽特岛（Ile Sainte-Marguerite）

(图片由网友 @著名空想资本家 提供)

圣玛格丽特全岛被松树覆盖，交错纵横的林荫大道将小岛各处紧密地连接起来，笔直的道路与两

旁高耸参天的松树形成特殊景观。每当夏季来临，茉莉与栀子花散发出幽幽香气，道路两旁的松

林中小鸟鸣叫，是一个绝佳的休闲之地。17世纪晚期，这里曾囚禁了神秘的铁面人，传说是当年

路易十四的孪生兄弟，在圣玛格丽特岛上被监禁了11年，后来才移监到巴黎。岛上的堡垒内仍保

留当时的囚室。堡垒内部是海洋博物馆，博物馆中的展品述说了城堡的历史。

地址：lle Ste-Marguerite Ca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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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33 04 9343 1817

休馆日：岛上堡垒星期二及节公众假日休馆

   

4、圣何那瑞岛（Ile St-Honorat）

(图片由网友 @西门砍柴 提供)

圣奥诺阿岛就在圣玛格丽特岛的后面，面积只有圣玛格丽特岛的一半。修道院自405年修建至今，

一直是本笃会僧侣的私有财产。游客可以在岛上漫步、游泳，但要注意保持环境的清静。中世纪

的时候，小岛已经开始种植葡萄了。小岛上植物生长繁茂，独立的地理环境使得僧侣们有条件实

行天然葡萄种植，而不受植物病害的侵扰。尽管夏季的高温使得出产的白葡萄酒酒精含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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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海洋性气候给白酒增添了一股与众不同的清新香味（chardonnay和clairette）。你在修道院就可

以品尝这些葡萄美酒.

“圣何那瑞”是一位罗马修士之名，这位圣人在4世纪末抵达此处，并建立一座修道院。而圣玛格

丽特则是他妹妹，玛格丽特也在岛上建了一座修道院。圣何那瑞岛主要是僧侣清修的地方，有时

，修道院可提供给一般人来此修行，只要付少许的费用即可，不过，在修行期间不得说话。圣何

那瑞岛著名的特产是修道院自产的葡萄酒，由于品质极佳并限量生产，所以价位偏高。

交通：从电影宫旁的Vieux Port搭乘渡轮，夏季，去程7：30－19：30，每30分钟一班次，回程，15

：00－18：00每小时一班次，冬季班次较少。

电话：圣何那瑞岛33 04 9299 5400

价格：船票（一个往返）：大概10欧元

   

5、格拉斯（Grasse）

                                               27 / 47



�������

戛纳:传奇影城

(图片由网友 @这就是个马甲呀 提供)

法国的格拉斯是著名香水镇，个位于山之南坡的小镇，常年盛开蔷薇、合欢、等香料花草，当然

不愧为鲜花环抱的香水王国。到格拉斯又岂能错过参观香水厂的机会！近市中心的香水厂Molinar

d，那儿展出多种香水产品，包括制造工具、成分说明等。全年开放，游客可免费参观香水制造

过程，看看由香花蒸馏成香露，再提炼成香精的经过。参观完毕更可选购自己喜欢的香水，作为

收获也不错呢！

交通：从戛纳乘巴士到Grasse，每半小时便有一班车前往，车程约30-45分钟。

   

6、圣特罗佩（Saint Trop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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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西门砍柴 提供)

        在蔚蓝天空和蔚蓝海岸上，除了戛纳这颗明珠，还有一个名叫圣特罗佩（St

Tropez）的小渔村，游完戛纳不妨去圣特罗佩体验一番。

有人说圣特罗佩的美低调又惊人，就像这里随处可见的浪漫虞美人。虞美人也叫野生罂粟，是法

国瓦尔大区（Var region）有名的花卉，璀璨红艳得像公鸡冠子，非常受当地人喜爱，甚至连本地

美味的夏敦埃葡萄酒，也被冠以“虞美人”的名字。在圣特罗佩，你尽可以彻底放空，享受舒心

迷人的徒步之旅。一路上不仅可以看到满眼虞美人，远处还有蔚蓝大海、芬芳金松和古老村庄。

也可以趁着日头未落，去参观古老的凡尔纳修道院（the Chartreuse de la Verne），体验时光停驻的

美。想释放顽童心性，去海湾游水嬉戏不失为好选择。5月中旬的水温已经格外温暖，在这片丝毫

未遭破坏的海岸线上畅游一整天，什么烦恼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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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戛纳寻找饕餮美食

一顿吃4个小时的法餐，那才叫生活，也许不至于天天如此，但总要有两次在不同餐厅的这样的体

验才算真有意思。

戛纳人说，用食物创造欢乐是一门艺术。的确，把烹饪经验升华到艺术的高度，全世界恐怕只有

浪漫的法国人才有此雅兴。戛纳的法国菜除了继续保持法国大餐格式完备、程序整饬的优良传统

外，还融入了一点普罗旺斯的当地特色，即餐刀下的牛排被各色各式的海鲜取代。这样的美味，

不去尝尝，连你的胃口都会大声反抗！

   

1、特色美食

(图片由网友 @著名空想资本家 提供)

戛纳最有名的特色菜肴有：布丁摊鸡蛋、咸干鳕鱼和鱼泥、烩什锦、红酒焖牛肉等等。布丁摊鸡

蛋是用当地海里的鱼和摊成的鸡蛋做成的，新鲜的鱼肉味加上鸡蛋的味道，一点也不腥。咸干鳕

鱼和鱼泥，用橄榄油搭配在鱼酱和蒜上，再加上新鲜的蔬菜。烩什锦则是一盘大杂烩，将西红柿

、茄子、青椒、葱和蒜还有橄榄油混在一起，烹饪而成的菜肴，营养丰富全面。

葡萄酒也是法式菜系中必不可少的，戛纳当地的葡萄酒是非常有名的。由于是限量生产且品质极

                                               30 / 4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93&do=album&picid=45627


�������

戛纳:传奇影城
高，所以价格也有点偏高。品尝着葡萄酒的花香和美食的香味，真是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

   

2、推荐餐厅

(图片由网友 @墨尔本翡翠 提供)

Au Bons Enfants

餐馆坐落在rueMeynadier街80号，周一至周六开门服务，每餐平均消费15.5欧元。在当地很受欢迎

，提供非常具有普罗旺斯风味的海鲜餐，别忘了去尝尝。

Le Pastis

位于昂地步(Antibes)大街中段，烧制最正统的法式大餐。全天开放，环境幽雅，每餐平均消费4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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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Harem

与Le Pastis同属Dalton集团，也同样位于昂地步大街中段，虽然菜品皆为法式，但就餐氛围却迥异

。Herem内堂装饰呈现了浓烈的阿拉伯风情，每晚客人用餐时还能欣赏到阿拉伯女郎的现场舞蹈

表演。当女郎邀你共舞时千万不要拒绝，该上就上！每餐平均消费40欧元。

Le Resto

(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坐落在Hilton酒店旁的赌场(Casino)里，由于在赌场用餐，进门时需要查验护照。这里的厨师(Gual

tieroMarchesi)来自意大利，当然为客人准备了最正宗的意大利菜。你无法不被那由细香葱和鱼子

酱调配出的意大利面条所打动，也同样无法拒绝小乌贼与黑米混在一起拌酱吃的美味诱惑。这家

餐厅只在晚间开放。每餐平均消费100欧元。

Intercontinental Carlton

坐落在Carlton酒店一层，是整个戛纳最奢华最昂贵的就餐场所，每餐平均消费15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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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戛纳血拼购物一条街

戛纳市中心面积并不大，因此一切做到浓缩精致，包括购物。

(图片由网友 @这就是个马甲呀 提供)

大十字街海滨大道一边是不带空档的奢侈品名店。LV、巴黎世家、香奈儿、DSQUARED、Prada

等顶级名牌占领大十字街的正面，再往后一层，也就是安提布街，坐落着Killah、Kukai、Agnès

b.、Kenzo、Paul& Joe、Zara，以及法国本土设计品牌，经营范围涵盖服装、居家、首饰等等，老

佛爷百货商店也在此有个不大的分店。

戛纳的香水也是法国香水最有名的其中之一，有香水王国之称。在戛纳附近的格拉斯是法国最著

名的香水镇，这里常年盛开着各种香料花草，以蔷薇、合欢等为主。在这里，可以让游客免费观

赏到整个香水的制造过程，是纯天然的。也可以尽兴地选择自己喜爱的香水，我选了一瓶蔷薇的

香水，因为喜欢蔷薇花淡淡的清香，不太浓郁刺鼻，使人心旷神怡。

安蒂布街，也是戛纳最有名的购物区。这边的街道都别具风味，只好步行购物。各式各样的店面

，是小商铺的天下。服装店、皮包店、饰品店、地方特产店，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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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1.戛纳的店铺关得早，晚上6点基本偃旗息鼓，周日大多也不营业。电影节期间尚未进入打折季，

除了Zara有固定的折扣场，各个品牌即便是过了整整一季的商品，沾了灰也一分不减。

2.奢侈品折合成人民币再退税，仍比国内便宜不少。在法国一次性购物满175欧元就可以向店家索

要退税单，额度约12%。但一般的品牌不会主动提醒，另外也要注意，部分店家本来就是免税商

店。

3.逛药妆店和欧舒丹也是不错的选择。市中心到底都有绿十字标志的药妆店，价格很亲民，比德

国、西班牙也便宜2~10欧，赠品分量也很大方。

4.手信可以选择戛纳的农产品，比如薰衣草制品：干花、香包和精油。此外，各种戛纳食品也很

诱人，如蜜饯、蜂蜜、果酱、鱼罐头等，无论味道和包装都很让人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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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戛纳睡个好觉

(图片由网友 @这就是个马甲呀 提供)

        戛纳的酒店奢华昂贵，令人瞠目。电影节期间，价格更是不菲，所以每年电影节

时，戛纳的街头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睡袋行走的欧洲人，随遇而安，乐在其中。

对于中国游客而言，租借一套公寓也是不错的选择。很多平时闲置不用的度假公寓，在电影节期

间，房东都会招贴出租，多找几个伴，一起合租一套公寓，还可以自己做饭，又能省下一笔不小

的开销。

推荐住宿：

Hotel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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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著名空想资本家 提供)

电话：04 92 99 72 00

地址：5 rue Francois Einesy

价位：155欧元起

Hotel 3.14酒店是一家设计独特的酒店，位于戛纳市中心，距离拉克鲁瓦塞特米仅有50米。酒店提

供豪华客房，设有屋顶温泉浴场和全景游泳池。

InterContinental Carlton Cannes(戛纳卡尔顿洲际酒店)

地址：58 Boulevard la Croisette，Cannes，06406

电话：4006-161616 （7*24 服务）

此宾馆位于戛纳。地区景点包括海滨大道、影节宫和胡安莱潘海滩。

Inter Hotel Des Orangers

电话：04 93 39 91 46

地址：13 rue des Belges

价位：标准间77欧元起

Inter Hotel Des Orangers位于戛纳，是商务便利型宾馆，靠近市政厅、影节宫和海滨大道。附近还

有戛纳港和皇室堡。

Cannes Palac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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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西门砍柴 提供)

地址：14 Avenue De Madrid，Cannes，06400

电话：4006-161616 （7*24 服务）

此戛纳宾馆临近海滩。地区景点包括海滨大道、影节宫和胡安莱潘海滩。

Parc bellevur

地址：67 av Maurice Chevalier

电话：0493472897；传真0402486625；

两位成人，帐篷和汽车的营地20欧元；时间：4月至9月，在Cannes-LaBocca，是最近的露营场地，

位置在市中心以西5.5公里处。9路公共汽车从place Bernard Cornut Gentille

车站出发，在距其400米远的地方有站。

Le Chalit

地址：27 avdu Marechal Gallien

电话：0493992211

网址：www.lechalit.com;4/6

房间床位16/20欧元

时间：1月至10月8：30am-7：30pm接待入住

位于车站西北约300米处，这个私营青年旅社友好而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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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在戛纳

   

1、到达和离开

航空

        游客可先乘机至法国尼斯（距戛纳仅36公里），在尼斯机场及其市区有各种交通

工具通往戛纳。从尼斯乘特快列车约25分钟。由尼斯乘巴士约1小时。尼斯蔚蓝海岸机场位于尼斯

市中心以西约7公里处。

尽管在戛纳有一机场——曼德琉机场（Mandelieu Airport），但是该机场属私人航空的专用机场。

铁路

从巴黎有TGV高速列车开往戛纳，但需在马赛换车，所需时间约为7小时30分钟。从巴黎开往尼斯

的TGV列车，很多都不在戛纳停车。戛纳位于马赛至尼斯铁路干线上，每天有专车通往，班次多

达30多班，有快车和普通快车。快车停站少，普通快车停站多、需时长，上车前宜先查看时间表

，选乘快车可节省时间。交通相当便捷。戛纳火车站位于市区中央，至市内仅需5分钟。

公路

每半小时有一班大巴往返于戛纳和尼斯市区，车程1.5小时。每半小时有一班巴士往返于戛纳和尼

斯机场之间，车程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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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内交通

市内交通：

游览戛纳的交通工具有很多，不过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当属乘坐公共巴士和的士。另外，市内交通

工具还有地铁、有轨电车等，其路线遍布戛纳市的大街小巷。

公交巴士

戛纳的公共巴士服务分属于很多不同的公司负责，这其中包括CTM Cannes La

Bocca、Beltrame、Bus Azur 和 STU de Cannes Bus

Azur等公司。公交巴士在港口、火车站以及市政厅等地方都有站。 

出租车

出租的士在戛纳很容易叫到，而且这些的士均由政府来负责管理。您可以通过电话来预订出租车

，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预订出租车还需另外支付一些费用。另外，如果您的行李超重或是有额

外的乘客，也需另外支付费用。

乘坐出租车在市中心行驶，基本上不论您要去的目的地在哪，都会在5分钟左右到达。所以，如果

您不是特别赶时间，或是在交通高峰期时，建议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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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狂欢之戛纳看电影

如果你有幸在五月前往戛纳，一定不要错过戛纳的电影盛会——戛纳国际电影节！

        戛纳国际电影节（法语：Festival de Cannes）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影展之一，它

颁发的金棕榈大奖也被公认为电影最高荣誉之一。每年的五月中旬举办，为期12天左右，通常于

星期三开幕、隔周星期天闭幕；其间除影片竞赛外，市场展亦同时进行。

   戛纳电影节因大海、美女和阳光(Sea Sex Sun)而被称为3S电影节。每年盛事期间，在著名的海

滨大道及附近的海滩上都会有众多美女云集，期待着影界大腕、星探们的发掘，一圆她们的明星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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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戛纳随处都可以感受到电影的气息，无论是公交车站的站牌、旋转木马盯上的画像、海滨大道

上的明星手印、小咖啡馆墙上的明星照片，以及街头的售卖各种电影衍生品的小店里，都散发着

电影艺术的气息。电影让这座小镇举世瞩目，也给小镇积累了厚重的艺术底蕴。每年的电影节，

在大街上随时可见身着魅力礼服的女士和穿西装系领结的男士，他们中有很多受邀前来观看电影

，香鬓华服团团簇簇，不仅成戛纳的一景，更催生了街头摄影师，这些摄影师专门拍身着礼服的

男女，拍完之后递一张名片，告诉对方，如果想取回照片，就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有的嘉宾会

驻足，摆出很专业的姿势来拍照，而有些可能习以为常，并不以为意。

       在电影节期间，不管电影宫坐落的大十字街有多狭窄，5月聚集在此的影迷绝对是

三大电影节里最疯狂、最成规模的，不过，戛纳电影节对围观群众的态度其实并不友好，尤其以

看片子重于追星的影迷。

和柏林、威尼斯或上海电影节大不相同的是，戛纳并不设置购票系统，换而言之，如果你没有任

何电影业背景，别想用钱打通走进电影宫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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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1、目前电影节会场只接受证件入场，证件也只有4类：ACCREDITATION

FESTIVAL，供给专业人士；ACCREDITATION PRESSE，供给媒体；ACCREDITATION MARCHE

DU FILM，供给版权买家及卖家、制片人和电影行业相关机构；ACCREDITATION CANNES

CINEPHILES，供给电影专业学生、电影爱好者协会和教学团体。

2、站街讨票。主竞赛单元、官方展映的片子会有至少两场放映，一场是媒体场，随后是伴随红毯

环节的首映场。媒体场只凭证件入内，而后者还可凭邀请函进场。记者则可以在指定地点换取一

张邀请函，这种邀请函只可送人不得转借或出售。而对站街的人来说，能不能拿到纯看运气。记

住，越冷门的票越容易得到好心人的施舍，穿戴得更有趣——比如打扮成电影里的角色——也更

容易招来别人的注意，得到馈赠只需要说一声Merci。

3、站街讨票需要确认放映时间。场刊可去纪念品店里购买，每天的排片表可以在电影宫对面的Re

gent酒店大堂拿到。此外，首映式必须走红毯进场，所以一套像样的行头是必须的。西装、小黑

裙是最保守的选择；附近的大牌店都提供租衣服务，如果你嫌贵，在购物街转角处还有万能的ZA

RA！

4、观众可随意入座，但记得准时出现，这里可不是容许迟到的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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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戛纳行程推荐

精品两日游

第一天

早饭后，到戛纳旧城区Suquet观光。这里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0世纪以前，道路都用鹅卵石铺成

，狭窄得仅能步行。街道两边的小楼都有阳台和铁制扶手，路边还有便宜的小店和餐馆。

幸运的话，你可能会碰到露天的艺术品和工业品市场，这里可以买到绘画作品、首饰、玻璃制品

和当地特色食品和古董木工刀具等。在山顶有一个古老的修道院，可以一瞥戛纳的历史。

从山顶下来可以去戛纳海湾码头，花11欧元可以乘坐渡轮前往Saint

Marguerite岛。臭名昭着的铁面人曾被囚禁在这里。

回到市区，沿着十字大道漫步，在无数的露天咖啡厅和餐馆中选一家坐下来吃点小吃。

小船在海湾里轻摇，海滨游很多餐厅和夜店，音乐声震天，一直喧嚣到凌晨。

第二日

蓝色海湾(Cote d'Azur)是很少早起的名流们的乐园。吃过早餐後，带上泳衣或是比基尼，到海滩

上度过难忘的上午吧。

在 L'Ondine享用沙拉和烤鱼的午餐，再加上一瓶当地特产玫瑰酒。

下午去购物吧。十字大道上有琳琅满目的名品服饰店：迪奥、路易威登、爱马仕和古奇。两个街

区之外的安提布街(Rue d'Antibes)有贝纳通、迪赛、米索尼等较为平价的商品店，还有画廊、家居

设计店和几家药房。然后建议去逛逛著名的香水小镇格拉斯。

晚饭不妨试试Rue de Commandant Andre的意大利餐馆La

Libera，尝尝开胃小菜、意大利调味饭、烤宽面条、红酒、甜点和咖啡。

然后回酒店做个好梦，结束圆满的两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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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治安

戛纳是一座典型的欧洲大城市，不少游客也通过媒体听到过在这座城市中被抢劫的消息。其实，

戛纳的治安还是相对较好的，暴力犯罪事件的情况并不严重，当然也不能说不会发生。在旅游景

点，也就是游客聚集的地方，确实需要注意扒手，在游玩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贵重物品和钱包

。尽量不要在身上携带贵重物品或是过多的钞票。如遇到情况，可拨打112报警。 

 

2、健康卫生

戛纳的卫生情况非常好，游客在这里不用担心任何传染疾病，在餐厅用餐时也可以放心享受美味

。不过，晒伤和中暑是在夏天游玩戛纳时时常发的情况，所以一定不要将自己的身体过多的暴露

在太阳下面。每天的12:00到14:00是一天中太阳最厉害的时间。

在戛纳旅游时如果生病，如果是欧盟成员国的话将接受免费治疗，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出行前购

买必要的医疗保险是很有必要的。单就医疗救护来说，戛纳是可以令人放心的。

3、气候

戛纳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在夏季是每天可以享受到12个小时的阳光。冬天的戛纳温度也相对温

和。在冬天，戛纳整体气温不是很低，低于10摄氏度这样的温度一般只会在每年的12月至来年的3

月这三个月中出现。

4、小费

        几乎所有餐厅都已将税及15%的服务费包括在价格内。若某间餐厅的食物或服务

特别好，一般客人会多付10法郎。在酒店，每件行李得付行李员及女服务员10法郎。在游览后，

旅客也应给导游及司机小费。

5、其他注意事项

（1）不要在博物馆、美术馆、教堂内大声说话或喝水、吃东西，进入教堂不可袒胸露背，有些还

不允许着短裤、短裙入内。

（2）在中国分别被认为喜庆、长寿的孔雀、仙鹤等动物图案在法国视为淫妇和蠢汉的象征，在交

际送礼时切忌送给客人带有以上图案的礼物。

（3）在旅游大巴上不可吃冰淇淋盒带果皮食品，更不可在车上穿拖鞋。

（4）在商店或公司等公共建筑物的电梯里，大家都可戴着帽子，但在饭店或公寓等带有私人色彩

的建筑物的电梯里，如果有女士在场就得脱帽。

旅人提示：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及其它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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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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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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