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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魁北克城——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有一个城市，建在俯视圣劳伦斯河的陡峭的高原上，看日升日落间，滔滔河水流向远方，看四百

年惊情历史在河面上翩然掠过。

有一个城市，由战时被法国遗留下来的妓女和被遗弃者建立起来，这里处处充满了法式风情，尽

管这风情有那么些不纯正，但至少有一点，这个城市的风骨传承得很纯，那就是矜持和浪漫。

有一个城市，它会让色盲患者在踏进城市的第一秒就抱憾终身，它处处皆色彩，红是红，红的耀

眼，绿是绿，绿的青翠，蓝是蓝，蓝得透彻，像水洗过的天。

有一个城市，它用最淡定的姿态端坐在古老的城墙中，那一圈沉默不语的城墙，和城墙上那一道

道印迹，仿佛把昨天的伤痕带到今天，又把今天的思绪送往昨天。

它的名字是魁北克城。

不是魁北克，是魁北克城。 

魁北克城俯瞰图(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魁北克城以一个傲慢矜持的姿态伫立在随意不羁的北美大陆，这让许多人都困惑于这种存在。事

实上，这个北美大陆上最古老的城市已经迈进了第400年，在这个辽阔的大陆上，秀气的魁北克城

一直带着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气质——在古城墙外，是如同任何其他北美城市一样的新城

区，干净利落，耸立着同样的摩天大楼群。而一旦走进那中央的古城，却有着置身欧洲的奇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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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优雅、婉约、古典，那错觉甚至会令人尖叫。 

魁北克城俯瞰图(图片由网友 @假不在乎洴 提供)

在印第安语中，魁北克指的是河流变窄的地方，而被城墙环绕的魁北克城正居高临下面对圣劳伦

斯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608 年春，法国探险家萨米埃尔�德�尚普兰一行人穿越茫

茫的北大西洋，沿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发现了这块土地，建立了最初的魁北克城。18世纪中期

，法国军队开始在此进行防御工事，他们不仅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捍卫史诗，也留下了魁北克人自

傲的精神传统。大概这也是为什么魁北克城内依然充满了浓郁的欧洲小镇气质。这也是为什么400

年过去了，魁北克城依旧完美地保留着蜿蜒的石板路、斑驳的老城墙、尖耸的教堂，还有典雅的

法式长窗，一切的旧时法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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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老城区街景(图片由网友 @惆怅的小螃蟹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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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魁北克城的最棒体验

   

1、沿着最古老的城墙徒步丈量古城，一步一风景

古老又有点闷骚，美丽又精致，这就是魁北克城浓重的老派法式风情。魁城曾历经风云变幻的历

史，但占有9成以上的当地法裔居民依然秉承着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并一直流传下来，甚至连语言

都未有太多改变，这里的90%以上的人都讲着老派的法语，比巴黎人的法语还法国。秉承传统是

这里的性格，所以魁北克城里汽车车牌的最下都有一小行字——Je me

souviens，意思是“我会记得”。 因为不会忘记，所以这个北美城市浓郁的法兰西味道让人格外

着迷，漫步城中，满耳回响着抑扬顿挫的法语，据说很多词汇老得连在法国都很难再听人这样说

。脚下是石砌的路面，身边是中世纪欧洲的建筑，这座古老的小城格外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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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2、乘观鲸游轮，徜徉圣劳伦斯河

从魁北克城到泰道沙克(Tadoussac)一线风景旖旎，特别是在古老的土丘突进河里的地方，更有一

种美感。蜿蜒而上的道路，给人绝妙的视野。满布林木的山丘，小巧可爱的城填以及迷人的岛屿

仿佛都在向您招手呼唤。圣劳伦斯河上的观鲸游轮之旅从7月中旬至9月份，可搭乘船艇，从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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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克出发以更亲近地观看这群巨大的哺乳类动物。 

图为圣劳伦斯河观鲸游轮(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机会能近距离的接触到这古老的海洋巨兽呢？虽然在加拿大有很多地方可以

观鲸，但是这里的鲸鱼种类最为繁多，坐在船上，看海岸线在海风与海水之间影影绰绰，山间云

雾飘忽不定，若幻若真，水一翻花，鲸鱼们白色的肚皮露出水面又消失在圈圈涟漪中。大海的生

灵在游客面前尽情展示自己无与伦比的身体，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表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旅人提示：

看鲸鱼有几点注意事项一定要切记：

1. 最好是风和日丽的日子，因为这样不会太冷和太颠簸；

2. 注意带好午餐，岛上是没有商店的；

3. 带好帽子和手套，衣服要多穿一点，虽然外面有很厚的救生衣，但海上的快艇开起来是会很冷

的；

4. 晕船一定要吃药，做好准备；

5. 带好相机和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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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晒油、墨镜非常的重要。

   

3、不能入住童话城堡，也要在缤纷的画墙边留下倩影

一个城市的地标是一个酒店，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在魁北克城，无论站在哪个角度

，都能望见那座绿顶红墙的地标——芳堤娜城堡酒店(Chateau Frontenac)。严格意义上说，这可能

是世界上被拍摄得最多的饭店。如果说建筑也是有性别的，那么，相对于雄性十足古板庄严的联

合国大厦，以及穿着蕾丝外套却有一颗钢铁心的中性的埃菲尔铁塔，芳提娜城堡酒店无论是外观

还是名字，都散发出一股浓重的女性气质。远远望去，她俨然是这是座城中最为夺目和高耸的建

筑。无论走在哪里迷失了方向，只要抬头看看城堡的塔尖，你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图为芳提娜城堡酒店(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青铜色的屋顶，配上红砖色的外墙，似乎是一座守护着圣劳伦斯河的中世纪城堡。俗语有谓“不

                                               11 / 8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407&do=album&picid=43983


�������

魁北克城：静水流深
到长城非好汉”，在魁北克城，不到这城堡一游，就不算是到了魁北克城，即便不能入住，也一

定要参加酒店提供的50 分钟导览服务，这一程魁北克之旅才算不虚此行。

同样是建筑与色彩的完美结合，画墙就平易近人得多了。魁北克城一共有11个画墙，个个都色彩

斑斓，妙趣横生，其中老城区有三个，相当有名。墙画的创作蓝本都是展现魁北克风貌的著名人

物、建筑、地理和文化元素，如老城墙、连接城上城下的台阶等等。 

图为魁北克城画墙(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靠在墙边和画中人物合个影，你会发现，由于巧妙的绘画设计，人与景已不能区分开来，人在画

中，你也是魁北克城一道美丽的风景。

   

4、行走小尚普兰街，细细品味法式的矜持与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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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的历史讲述，好像和法国探险家尚普兰如何循水路而来，如何在这个城市引入现代文明始

终分不开。在魁北克城纷繁迷人的众多街巷中，小尚普兰街(Rue du Petit-Champlain)被誉为“北美

最古老的繁华大街”。魁北克城每一条小巷都风情独特，令人目不暇接，独独小尚普兰街因艺术

氛围浓郁脱颖而出。街道上，风格不同的画作陈列两侧，好似免费画展，又像是画家们为了弥补

匆匆一游的旅行者，把魁北克城外人不易见到的精彩一股脑儿拿出来。魁北克人从很早以前就寻

找到了快乐生活的真谛，无论天气如何，他们都能在夏季的街头表演与冬季全城狂欢中感到快乐

。想在城中消磨时间，那么一定要来小尚普兰街，一间一间小店进进出出地闲逛，买些玻璃家居

饰品或者是有意思的烹饪工具，把箱子装得越重越是开心。如果可以的话，把多半天甚至一天的

时间放在这里吧，淡淡地在街道里走走，静静地找一间咖啡厅坐下，慢慢地想想现在，想想未来

，听听店外那卖艺歌手悠扬的歌唱，仿佛时光也停滞了。 

图为小尚普兰街风情(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这里充满了法国味儿，你在小尚普兰街拿出花五个小时吃法餐的架势来浪费时间一点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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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里从春到夏，日升月落，都始终缓缓流淌着法式矜持的血液，不疾不徐。

   

5、放下浮躁，拾起虔诚，在圣殿与教堂中体会信仰之美

在欧洲旅行，教堂游几乎都被列为行程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幻想中那里有绝美的花窗，庄严

肃穆又线条细腻的圣像，精致的乳白色墙柱，悠扬的钟声当当响起，神甫带着淡淡的微笑，白鸽

扑棱棱飞起⋯⋯大概是因为信仰的差别，在国内难得一见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清真教堂等等

，在欧洲多得简直要让人产生审美疲劳，每个城市中心，每个小小村落，多如牛毛的大小教堂坐

落其中，行走其间，似乎再也感受不到当初的那份雀跃的心情。而即使是北美大陆有数十个大主

教区，数十万所教堂，也鲜有人在北美之行中专为教堂游设计旅行计划。但是，在魁北克城，希

望你打破这个常规吧，因为，错过任何一个魁城的教堂，你都只能再去欧洲大陆寻觅那份时空穿

越的神秘感了。 

图为魁北克城各教堂(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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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这里是比法国还要法国的魁北克城，如果你到法国一定要去圣母院和圣心堂，到德国一

定要去科隆，那么，在加拿大，一定也别忘了在旅行计划里写上重重的两个字——教堂！

   

6、壮胆峡谷，波浪激流，近观瀑布，不来魁城非好汉

要说自然奇景，也许魁北克城最出名的要算蒙特伦西瀑布了。蒙特伦西河从83公尺高的山壁垂直

落下，蒙特伦西瀑布因而形成，其高度是尼亚加拉瀑布的1.5倍，声势浩大，非常壮观。 

图为夏季的蒙特伦西瀑布(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到了冬天的时候，瀑布只剩下细细的一条，其余的部分都结冰，形成一道有如白玉的冰壁，如果

你喜爱刺激的又胆大。冬季到魁北克城，除了体验声势浩大的冰雪嘉年华之外，别忘了来这里攀

爬瀑布吧！

在瀑布旁沿着山壁建有阶梯，还有许多近距离的观瀑小径、凉亭、桥梁，可以让游客更易感受到

瀑布的壮观景色。如果冰层够厚，可在上面骑雪上摩托车，而在瀑布落下所激起的水气，当掉下

来后，便会形成馒头状的冰雪丘，简直是滑平底雪橇的绝佳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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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喝本地自酿苹果酒，吃血统纯正法国餐

别以为北美的食物就只有粗糙的炸薯条、大个儿顶饱的汉堡包，热量充沛的炸鸡腿和碳酸饮料，

在魁北克城，顿顿吃这些，不但百分百白来了一趟，而且你还会被人深深的鄙视！魁北克可是大

名鼎鼎的北美美食之都，更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美食目的地，且不说那些著名的食肆里精心烹制

的黑鳕鱼、三文鱼、焦糖鹅肝慕斯，就连零散坐落在人行道边的咖啡馆小酒馆里，都隐藏着美味

的葡萄酒、奶酪和海鲜小食！要知道，这里是魁北克，这里是法文化区，这里的每一杯Ice Cider

（苹果酒），每一份法式烹制的牡蛎和海虹、龙虾、章鱼、河蚌，都拿着法国的调调，却又很讨

巧的融合着加拿大的本地味道，时不时的时尚小噱头，让享用过程充满快乐。 

从左上至右下分别为鸭腿、自制香肠、本地樱桃、龙虾(图片由网友 @假不在乎洴 提供)

魁北克城是一片受到庇佑的富饶土地。这里的食物始终为世界的佳肴增添着新意义。享用美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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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这里的美味佳肴则是你前往魁北克城旅游的最好理由之一。

   

8、把加币当人民币使唤，这里是手工艺品控的发痴地

如果说在繁华的闹市一定要买几件衣服穿抱几个包包走才算正经事，那么，在古城里，唯有搜罗

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才不算是离经叛道了。别忘了，小尚普兰街除了发呆闲逛之外，也是北美历

史最悠久的繁华街道，街道尽管狭窄，但两侧却有超过五十间的纪念品店、精品店、皮件店、手

工艺品店和艺廊。在此可买到各种古董和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如玻璃艺术、手染布、印第安木

雕等。也许旅行者的天性，就是每到一个城市就必然去逛它的特色礼品店，这种行为就好像是一

种寻根之旅，寻找城市之根。可能那些精巧的铺子并不设在最繁华的街口或mall里，但它必定有

独特的韵味。它们不仅是店主个人品位的表现，更堪称整个城市向游人展示自己的一扇窗口。魁

北克城的工艺品店铺，在全加拿大可是独一无二的，那些小工艺品的创意精妙令人啧啧称奇，即

使是一根鱼骨、半截铁皮，在能工巧匠的点拨下，也可以成为一件件让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品。这

大概跟法裔移民幽默、浪漫的秉性有很大关系。而来自不同地域和种族的移民，也为这座宽容大

度的城市注入了各种文化与新的活力，如果这些融合在一起都不能为艺术品创作贡献无限想像力

和创造力，那还有什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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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小尚普兰街某商铺的手工饰品(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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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魁北克城旅游的最佳季节是5月到10月，在这段时间可以体会此地独特的极具风情的清凉夏季和枫

叶层林尽染的秋天。不过，到了十一月底，积雪遍布斜坡和小径，魁城会迎来冰雪季，冬日狂欢

不止北欧是好去处，来魁北克感受一下北美大陆北端的冰凉触感，每年二月的冰雪嘉年华，保证

让你不虚此行。

6月至8月的夏天是魁北克市的旅游旺季，尤其是在7月的后两周，这段期间加拿大工厂的工人及其

它重工业企业的员工一般都会放下手里的工作，休一段长假。另一个旅游高峰期是3月中旬的一个

星期，那时中小学生都会停课，与家人欢度一年一次的假期，魁北克市的人常乘此机会去附近的

奥里恩岛 (le d'Orlans) 。

魁北克市夏季温度介于摄氏10度和摄氏30度间。冬季温度一般在摄氏零下25度至摄氏零下5度间，

户外活动时可要多穿一些衣物。夏季的降雨量最高，如果冬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降雪量最大，

最好就不要外出旅行。

   

2、民俗节庆

政府规定的节假日共有61天。其中52天为周日，9天为其它节日，加上周六的假期，实际的节假日

至少有1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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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冬日狂欢节（Winter Carnival）：每年二月都会举行冬日狂欢节，这是魁北克独创的节日，宣称是

世界最盛大的冬季狂欢节，集游行、冰雕，滑雪比赛，划船赛，舞蹈音乐和酒会于一体，活动遍

及整个城区，热门的雪道在城堡后面的达弗林平台上，如果想前往，务必早些计划行程，因为住

宿很紧俏，再者，请多带些保暖衣服。

圣琼大主教堂国庆节（Fête Nationale de la St Jean Baptiste）：每年6月23日的晚上，魁北克城就成

了聚会城，原是向大主教约翰表示敬意的节日，现已演变成类似政治节庆的节日，意在庆祝魁北

克独特的文化和民族主义意识，主要的活动都集中在阿伯拉罕平原，大约傍晚八点开始。

新法兰西节（Fête de Nouvelle France）：每年6月末到8月末，魁北克城会在不同的地点举办新法

兰西节，再现法国在这里统治时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颁布法律法令的情况。

夏日节（Festival d’ �té）：每年七月上旬，魁北克城会举办500场义演音乐会、戏剧和舞蹈表演

，届时会有多达90万名观众漫步街头，期间，每天老城区大多数广场和公园都有活动，可以去尤

维尔广场（Place d’Youville）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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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国际烟花节（Les Grands Feux

Loto-Québec）：每年六月下旬，蒙特伦西瀑布会燃放烟花。

魁北克纪念日（Fiertè

Québec）：这是一个同性恋节日，各类庆祝将会以盛大的另类大游行为特色。

   

3、税金

GST(消费税)

从1991年1月1日起，加拿大全国开始施行7%的叫做GST（Goods and Services Tax）的消费税制度。

由于此为联邦税，它和从来就有的省税分别交纳。但对海外来的旅行者还特别有GST的返还制度

。

   

4、货币兑换

法定的流通货币是加拿大元（C$）。 

加拿大的货币系统与美国相似，也是以元和分计。1加元(C$)=100分(￠)，加元有5，10，20，5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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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面值的纸币；1，5，10，25分的硬币和1，2加元的硬币同时发行。1加元分成100分。

出国前根据自己的需要兑换好加元（蒙特利尔一些知名旅游景点可能通用美元，但大部分地方以

加元流通为主），最好准备好一些零钱，如果没有零钱，一定要带好信用卡，在机场打电话、买

咖啡以及出机场打车可能会用到。关于信用卡，加拿大主要支持万事达卡（MasterCard）和维萨

卡(（Visa ）。

小费：

在加拿大有付小费的习惯，一般旅馆行李员每件行李1加元，客房服务部人员，有事拜托时，如送

东西到客房，每次1~2加元，餐厅、咖啡座的服务员则为总消费额（不含税）的15%，或至少1加

元。以信用卡签帐时，在小费填写小费金额。计程车司机至少1加元。

旅人提示：

魁北克城货币兑换处：

电话：418-694-6906

地址：43Rue de Buade

兑换时间：5月—10月8：00—22:00

11月至次年4月9:00—17:00

   

5、签证办理

1） 签证办理程序

登陆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网站（http://www.vfs-canada.com.cn/chinese/index.aspx），首先确定签证

类型，并按照网站要求准备材料。

然后亲自去签证中心递交材料，或由代理人代交，或邮寄申请到签证中心。如果因材料不全被拒

签，可以重新提交申请，把所需材料和信息补充完整。

签证下来后，亲自或由代理人领取签证，或由签证中心EMS寄回附带签证的护照（此项服务50元

）。

旅人提示：

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是由加拿大大使馆方授权的签证中心，受理所有临时居留签证和旅行签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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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收取签证申请费用，返还护照给申请人。此外，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也会根据大使馆的要

求对各类签证收取补充申请材料，安排面试的具体时间。

签证中心有以下几个签证处，其中上海办事处只接受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和浙江省居民递交

的签证申请，且上海总领馆只接受申请人亲自前来递交的申请。如果你希望邮寄申请，需邮寄至

北京的签证处。

北京

地址：东城区新中西里13号巨石大厦西区7层，邮编：100027

电话：010- 51909817

邮箱：infopek.cacn@vfshelpline.com

上海

地址：徐家汇路555号2楼，广东发展银行大厦，邮编：200023

电话：021-63901830, 021-63901221

邮箱：infosha.cacn@vfshelpline.com

广州（负责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居民递交的签证申请）

地址：天河区体育西路189号城建大厦3楼351室，邮编：510620

电话：020- 38898475, 020-38898476

邮箱：infocan.cacn@vfshelpline.com

重庆（负责四川、云南和贵州居民递交的签证申请）

地址：中国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77号J.W万豪酒店国贸中心3楼3U-6，邮编：400010

电话：023-63721388

邮箱： infopek.cacn@vfshelpline.com

2）签证类型选择

专程去旅游，可以申请旅游临时居民签证（自助游），也可申请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ADS

）旅游临时居留签证（跟团游）。游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签证，并在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

网站下载签证相应表格，按照相应要求准备材料。

旅人提示：

ADS签证是指与我国签署了旅游目的地国家协议的签证，一般是团队旅游签证。201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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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两国共同签署《中加旅游目的地谅解备忘录》，加拿大正式加入对中国的ADS行列，从此中

国居民赴加拿大旅游，赴加签证的办理有望更便捷，线路选取也更多样化。

3）准备办理签证所需材料：

两份用英文或法文填写的“临时居民签证申请表”（可以从加拿大大使馆网站下载），亲笔签名

，注明日期；

一份用中文及英文，或中文及法文填写的“家属表/教育和就业细节表”（加拿大大使馆网站下载

），亲笔签名，注明日期；

有效因私五年护照（有效期半年以上）及复印件一张，护照末页要有本人签名；

身份证复印件；

四张在近六个月内拍摄的护照像尺寸的照片（彩色或黑白均可），并在每张照片的背面用汉语拼

音清晰地注明该申请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依照“日/月/年”的顺序）；

两张写好自己通讯地址的可粘贴标签，将姓名、地址和邮政编码用中文填写在上面；

准确数额的申请费。注意：持外交或公务护照的申请人无需交费，但持因公普通护照或私人护照

的申请人需要交费。临时居民签证申请：一次入境签证500元，多次入境签证1000元，全家最高费

用2680元，过境签证（停留不超过48小时）免签证费；

完整的“代理人信息表”（IMM5476E表）（可以从加拿大大使馆网上下载，如果有其他人帮助

你进行申请）。

18周岁以下的儿童需要提供父母允许孩子出国的同意书。

一封由雇主出具的使用单位抬头信笺的准假信，信中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姓名、职务、工资；雇

主姓名、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如果是学生，且计划利用学校假期之外的时间旅游，须递交一封由学校出具的确认函原件，证明

现在注册在学，表现良好，并证明学校已给你准假。

在魁北克城的行程安排。

5万元以上的存单或资产证明原件（如存单是夫妻共享，需提供结婚证原件），且要反映出资金的

积累历史。

在中国的财产证明 （如房产证、机动车登记证等）。

以前出国旅行记录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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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的名称及地址（中国的旅行社和加拿大的旅行社）。

4）第三方代理人递交材料须知

任何人都可以替朋友或亲戚递交申请。如果委托第三方人士代为领取申请信函或结果，需出示下

列全部三项所需材料。

申请人身份证的复印件；

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一份复印件；

填写完整的代理人信息表即IMM5476E表（参见加拿大签证中心网站）。

5）签证结果领取的三种方式：

亲自领取：可随时在签证中心网站上查询签证进程，一旦返回至签证中心，就可去领取签证。也

可以等待签证中心电话通知你去领取。

委托代理人领取：需要写委托书并有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签证返还快递：签证中心提供此项服务，需要额外交50块钱。每天下午3点后寄出，签证中心不再

电话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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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魁北克城必去景点推荐

如果说蒙特利尔代表的是今天的魁北克，那么魁北克城这座如今已经不太起眼的小城就代表着昔

日的魁北克，乃至于昔日的加拿大。它见证了北美大陆的起伏兴衰。 

图为魁北克城城区地图

魁北克城分为旧城和新城两个部分，以北美独有的城墙所隔，内部为古色古香的旧城，外部为高

楼林立的新城。城墙内外，常有载着游客的马车缓缓行过，大约也是穿越时空的神奇之行吧。

内城占地135公顷，为城市总面积的5%。最古老的城市核心集中在下城，皇家广场四周和圣母街

两旁均为17和18世纪建筑。远望下城，房屋、仓库、商店层层叠叠，宛如一个庞大的迷宫。上城

内的建筑虽然日久经年屡经修缮，但古建筑部分仍存在。在内城中心处还可以看到太阳王路易十

四的塑像，寄托魁北克人对法国辉煌历史的怀念。内城的大街有魁北克的香榭丽舍大道之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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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大街融合了英、法两种文化，大街两侧不但可以找到典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风格的建筑，

如议会大厦，而且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式建筑也随处可见。魁北克是北美堡垒式殖民城市的

完美典范，同时又是近代美洲殖民化及其发展的关键地点之一。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而在外城，则有更多的加拿大早期总督、议员、探险家的塑像，寄托的是魁北克人对于加拿大这

块亲切的土地的眷念之情。外城是省、市行政机构所在地和主要的商业区和住宿区。高楼林立，

商业繁荣，一派现代化城市风貌。

如果说，在魁北克城身上贴一个最符合城市气质的标签，那么无疑是法国风情。名声在外的蒙特

利尔的法国风情已然让人沉醉，但是要探寻魁北克最原汁原味的法国传统，还是要去魁北克城。

   

1、圣劳伦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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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城：静水流深
似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一条被称为母亲河的河流。

也许那是因为那条河世世代代滋润着大地、哺育着人民，成为当地文明发展的摇篮，见证着一个

国家，一座城市的兴衰荣辱。

对于魁北克城来说，经历过这许多沧桑巨变，留到今天的不过是圣劳伦斯河永不停息的水流。 

图为奔涌的圣劳伦斯河(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圣劳伦斯河位于加拿大和美国境内。起源于安大略湖，从安大略湖口的京士顿开始，直到安大略

省的康沃尔（Cornwall），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界河。康沃尔以下都在加拿大境内，在蒙特利尔西

与渥太华河汇流，途径三河市，到魁北克市骤然开阔，最终在加搏海峡入海，全长3260公里。

圣劳伦斯水量充沛，水质含泥沙量较少，支流有渥太华河、黎塞留河（Rivière

Richelieu）和萨贵内河（Rivière Saguenay），佛蒙特州的尚普兰湖也是它的分支水系。圣劳伦斯

水系同五大湖一起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水系。它是五大湖水系到大西洋的通路，具有重要的

地位。河流两岸集中了魁北克80%的人口和几乎所有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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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劳伦斯河边赏景，夕照使古城更显得巍峨挺拔分外壮观。在阳光的衬映下圣劳伦斯河更显得

雄浑开阔深不可测，这里有你想象得到的一切大河风景。河面上振翅翻飞的鸥鸟，河中缓缓驶过

的万吨巨轮，岸边，群群野鸭洄游。三三两两的休闲者，或漫步，或骑车。飞鸟时而空中盘旋，

时而水面逐浪。水是洁净的，在微风的吹拂下波浪涟漪熠熠闪光使人眩目。客货滚装船载客载人

两岸穿梭。

居高临下俯瞰圣劳伦斯河，20多门巨型古大炮虎视耽耽一字排开，威震圣劳伦斯河及其对岸，仿

佛置身于数百年前刀光剑影的古战场，仿佛听到了当时这些威力无比的巨炮的怒吼。

   

2、芳提娜城堡酒店（Chateau Frontenac)

高坡之上，著名的芳提娜城堡酒店（Chateau Frontenac)就屹立在那里。 

图为芳提娜城堡酒店(图片由网友 @惆怅的小螃蟹 提供)

酒店由设计师Bruce Price设计，落成于1893年，它不仅是魁北克市的地标，也是魁北克市的象征；

不仅是魁北克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酒店，也是北美最高级的豪华酒店之一。该酒店是加拿大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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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司建于19世纪末的一系列古堡酒店之一，专门用来招揽顶级豪客。酒店之所以叫Chateau

Frontenac，是为了纪念1672年至1682年以及1689年至1698年新法兰西殖民地的总督Louis de

Buade,，Count of Frontenac。

二战期间，著名的魁北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罗斯福、丘吉尔和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在此共同规划

了欧洲战后蓝图。城堡里，罗斯福、伊丽莎白二世、影星格蕾丝�凯丽等17个著名人物下榻过的

房间，都已被正式命名。

芳堤娜城堡酒店是魁北城的象征建筑，占据着魁北克老城里最好的位置。 

(图片由网友 @假不在乎洴 提供)

芳提娜城堡酒店最富盛名的，是她那穷奢极侈的观景台，站在观景台上，面前就是魁北克的母亲

河圣劳伦斯河。

300 多年前，酒店所在地是居高临下压制着整条圣劳伦斯河的圣路易斯城堡，驻守此地的法国总

督芳提纳克伯爵曾对来犯的英军上将菲普斯喝道：“听我的枪炮声吧！”如今，硝烟早已散尽，

要塞化为废墟，城堡也早已于100 多年前耸立起大名鼎鼎的世界级酒店。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魁

北克城的地标，也是城中所有盛事的核心。整座酒店奢华极致，内部依然保留着百多年来的历史

痕迹，古典雅致。中央的青铜高塔仿佛直插云霄，内部装潢金碧辉煌，陈设一丝不苟，连过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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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角落等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理。与一些大而不当的现代化酒店相比，这里虽然没有新奇惊人的

设计，但却显得足够的低沉内敛。尽管入住代价非常高昂，但客人们依然不断从世界各地慕名而

至。诸多名人，上自政要，下至明星，都在酒店的住客名单之中。每逢城中有盛事，酒店就成了

最佳的观景台——在此可以俯瞰整条圣劳伦斯河和整个魁北克下城，所有活动和表演一览无遗。

因此，芳提娜城堡酒店是到魁北克城游玩必须不能错过的景点——即便不能入住，也建议参加酒

店提供的50 分钟导览服务，这一程魁北克之旅才算不虚此行。

   

3、魁北克圣母圣殿主教堂（Basilique-cathédrale de Notre-Dame-de-Q

说到游览教堂，在欧洲，这算得上是名正言顺。在北美，也许你应当在纽约购物，应当在夏威夷

游泳，应当在塞班潜水，应当在黄石国家公园探秘，但在魁北克，你“应当”来圣母圣殿主教堂

一睹圣母风采。在这个比法国还要法国，比巴黎更有巴黎味儿的城市，一头扎进一个个各具风采

各有来头的教堂，去了解魁城人百年未变的信仰，才算名正言顺。

魁北克圣母圣殿主教堂（Basilique-cathédrale de Notre-Dame-de-Québec）在比亚德街(De Buade)

，往左走约50公尺就可看到一座华丽的巴洛克式大教堂——魁北克圣母神殿主教堂。这座魁北克

最大的教堂，具有350年的历史，是罗马天主教的宗座圣殿、天主教魁北克总教区的主教座堂，是

北美（墨西哥以北）最古老的教堂，也是北美洲第一座升格为宗座圣殿的教堂（1874年），目前

被列为世界遗产。教堂本身建筑曾遭受过好几次的火灾及地震，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教堂乃于1

925年重新整建过。巴洛克式的建筑，左右两个形状不同的尖塔是其最大的特色。教堂北边则有魁

北克神学院(Seminaire de Quebec)，以及旧拉发尔(Laval)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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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主教堂为新古典主义立面，宫内装饰华贵，装饰有丰富的艺术品——花窗玻璃、绘画和圣坛灯（

路易十四的礼物）。许多古老的油画更是价值连城。新法兰西的四位总督和魁北克的主教们都安

葬在此地。

地址：16 Rue de Buade

电话：418-692-2533

门票：免费参观

   

4、胜利女神教堂（Eglise Notre Dame des Victoires ）

胜利女神教堂建于1688年，是广场上最庄重的教堂，也是北美大陆最古老的石头教堂。落成之前

的80年，塞缪德�尚普兰划定这里为“居之地”，当时只是一处小围栅。教堂里挂着鲁本斯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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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的绘画复制品，天顶吊着一个船形好运符咒，这个符咒曾被视为海员祈求平安出海，战胜

易洛魁斯人的吉祥物。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地址：32, rue Sous-le-Fort, Québec G1K 4G7

电话：418-692-1650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10：00－16：00

门票：免费

   

5、圣安妮大教堂（Sainte-Anne-de-Beaupre’Basi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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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妮大教堂是魁北克三大教堂之一，位于市郊。圣安妮大教堂历史悠久，仅仅比魁北克城年轻5

0岁，是北美重要的宗教史迹之一。论知名度，圣安妮大教堂无法与城中心的圣母圣殿教堂相比，

教堂本身也可谓命运多舛——350

年来，教堂一直经历着各种不幸。今天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五次毁立后在1923 年最后建成的一座

教堂。教堂现址比最初东移了一段距离，结构也由原来秀气的纯木结构变成气势恢弘的石结构。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圣安妮是何许人也？圣经上对她很少提及，但是教堂内部的画像故事中说她是圣母玛利亚的母亲

。据说，在1888年，教区内的教堂流传著曾发生过这样的奇迹：有3位正在做礼拜的教徒经过圣母

玛利亚的雕像前，突然圣母的眼睛睁开了。从那时侯起，数以百万计的朝圣者都往这儿聚集。在1

960年至1969年期间，兴建了一栋八边形的教堂来接收这些新的朝圣者，这就是圣安妮大教堂。

由于新教堂落成年代较近，教堂内部的装潢略显现代化，但依然不失精美和典雅。这里装潢的最

大特点在于，所有壁画、柱面和地板等都以玻璃马赛克拼贴而成。特别是顶部的马赛克壁画，工

艺无与伦比，颜色鲜艳夺目，与彩色玻璃窗互相辉映，成就了一种现代和古典的平衡之美。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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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上的圣安妮雕像为纯金铸造，珍贵无比。

该教堂以治愈残疾人士而闻名於世。对当地人来说，圣安妮是一个充满圣灵的奇迹之地。其中最

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传说，可算是一些残障人士在此虔诚祈祷，后来竟然因为各种原因纷纷恢

复健全。这时，他们会再次来到这里祷告感谢神，然后将自己使用过的拄杖等工具留在教堂。教

堂则把这些拄杖挂在教堂的柱子上，以彰显神迹和神对世人的爱。时至今日，讲堂里两根主要的

方柱四面都挂满了拄杖，成为朝圣者和游客必定会驻足细看的景观。

地址：10018 Royale Ave

电话：418-827-3781

网址：http://www.ssadb.qc.ca/

   

6、乌尔苏拉修道院和博物馆（Ursulines Convent&Museum）

乌尔苏拉修道院和博物馆建立于1639年，是北美大陆最早的女子学校。 

(图片由网友 @惆怅的小螃蟹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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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对几乎已经被世人遗忘的乌尔苏拉修女们的故事作了介绍，他们是来到北美大陆的首批修

女，在修道院里一直待到了1965年，今天的乌尔苏拉有50位修女，平均年龄为78岁，有一间展室

展示了精美的金色和银色绣品。

地址：12 Rue Donnaconna

电话：418-694-0694

票价：成人6加币，学生4加币

   

7、星型城堡(Citadel)

星型城堡雄峙在钻石岬角(Cape Diamant)上，始建于1820年，历经超过30年的时光才建构完成，扼

守圣劳伦斯河道咽喉，被公认为大英帝国最坚固的要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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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Citadelle是一个法语词汇，就是城堡的意思，后来英文直接把它借过来用。我们习惯叫它星型城堡

，是因为它建造成星星的形状。这种形状的要塞在欧洲有很多，都是步枪时代的产物，最早的发

明人可以追溯到法王路易十四的御用军事设计师、建筑师塞巴斯蒂安�沃邦元帅。魁北克星型城

堡的雏形，是法国统治时期修建的一道防护墙，由法国军事工程师雅克设计，塞巴斯蒂安�沃邦

审核批准，于1745年建成的。

现有的星型城堡是在英国皇家工程师伊利亚斯�沃克杜恩福特中校的领导下，在法国原有的防护

墙基础上改建而成。建设星型城堡的目的，是牢牢占据钻石角这个易守难攻的战略制高点，抵抗

美国人的进攻。围墙部分的施工从1820年持续到1831年，而墙内的建筑物直至1850年方告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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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以来星型城堡一直是加拿大军队皇家22团的驻地。除了作为一个军事设施外，自1872年

以来，这里还成为加拿大总督的第二官邸，每年总督都要在这里驻留几个星期。

在1943年和1944年两次魁北克会议中，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加拿大总

理麦肯齐�金讨论二战的战略，就是在星型城堡内举行的。

星型城堡的建设，是为了军事目的。然而建成之后，加拿大却再没有发生过战事，所以这座牢不

可破的星型城堡，从来没有发挥过它的军事作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鉴于魁北克的城墙和要塞

已经丧失防御价值，有人提出要拆除这些防御工事。但是有远见的地方长官杜弗林爵士在一项关

于保持城市传统的提案中确立了这些历史遗迹区的地位，并且为老魁北克城创造了开发旅游业潜

力。现在这座要塞是魁北克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鉴于这座要塞目前仍为加拿大唯一的法语部队——加拿大皇家陆军22团的驻地，旅游者必须在导

游的带领下才可以进入城堡，参观要塞内的营地、博物馆、总督府和炮台等等外，夏天来到这里

还可以观赏到卫兵换岗的传统仪式。

图为星型城堡内加拿大皇家陆军22团(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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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分为英语讲解和法语讲解两种，每种语言的游客凑够了20人，由导游带领大家集体参观。

城堡外面的壕沟。是可以开车进入的，在这里可以免费停车2小时。

电话：418-694-2815

门票：成年人10加币；

           成年学生9加币；

           65岁以上老年人9加币；

           17岁（含）以下5.5加币；

           家庭票25加币；

           7岁以下（父或母一人陪同）免费。

   

8、魁北克防御工事（Fortifications of Québec National Historic

在魁北克市区里，近乎4.6公里的古老壁垒环绕着整座旧城，这是北美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依

世界文物保护区规划的城市。这座古老的防御性城墙筑于1957年，辉煌的历史岁月痕迹犹在，作

为一处国家历史古迹，它大部分已被翻新，如今已是魁北克最著名的历史性建筑，游客可一路顺

着城墙到城门，途中都有镶版文字解说，叙述着古城碉堡的由来与演变。在围绕老上城区的城墙

上，人可以漫步游览。4.6公里的旅程里，城市旧时的全貌几乎都可以呈现在你眼前。圣路易码头

的炸药库，现在被设为旅游介绍中心，通过展示、模型和短片，见证着这座城市的防卫工程。

地址：100 St-Louis

电话：800-463-6769

   

9、战场公园（Parcdes Champs de Bataille）

走到格朗达莱大街的南侧，沿着圣劳伦斯河有一大片广阔的草坪高地，这里被称为“亚伯拉罕平

原”的战场公园（Parcdes Champ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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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aille）。在亚伯拉罕平原的战场公园里，曾发生过一场决定了今天魁北克命运的战斗。

1759 年的一天，英法两军决定选择这片广袤的草坪高地作为决战的场地。此前，魁北克建立以来

，法国屡次与英国作战。但就是这次战役，英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于四年后签订了《巴黎

条约》，从而使得魁北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的战争非常惨烈，英法双方指挥战斗的将军都

在战争中阵亡。

1908 年，在魁北克建城300 周年之际，当时的加拿大联邦政府决定送给魁北克城一个礼物，于是

就将这片绿地建成了“加拿大国家史迹公园”，对于城市来说，这个公园的功能就像是城市的“

绿肺”，等同于纽约的中央公园和伦敦的海德公园。如今，这座坡度起伏平缓、到处都是绿地的

史迹公园，已经成为魁北克市民和游客野餐、越野、自行车旅游、户外音乐会，尤其是魁北克的

节日庆典和冬季嘉年华的重要活动场所，每年有超过400 万的游客探访这个公园，已经完全看不

到当年激战的痕迹，留下的只是公园外侧面向圣劳伦斯河的一排狙击大炮，还有追悼纪念碑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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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在魁北克城400 周年之际，得过5 届格莱美音乐大奖的流行天后席琳�狄翁在公园里举行的一场以

她为主角的免费露天演唱会，这一盛典将战场公园推向了400

周年庆典的高潮。而天后激情动魄的声音，想必依然还在战场公园的上空中缭绕着，慰藉人心。

地址：835 Ave Wilfrid-Laurier

电话：418-648-4071

网址：http://www.ccbn-nbc.gc.ca/

门票：免费参观

   

10、阿提莱里国家公园（Artillery Park National Historic Site）

阿提莱里国家公园曾先后是法国军队的总部驻所，英军要塞以及军火工厂。公园中心有一座十九

世纪早期魁北克城的城市模型。公园为孩子专门开设历史课，夏季还有很多盛装导游与火枪演示

。公园里还有一个19世纪的警事厅，一个前火药库和Les Dames de Soie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玩具娃

娃，包括穿着来自魁北克不同地区服装的民间人物，娃娃医院和娃娃制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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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假不在乎洴 提供)

地址：2 rue d'Auteuil

电话：418-648-4205

票价：成人4加币，儿童2加币

   

11、皇家广场（Place Royale）

皇家广场是下城区的主要集会场所，具有400年历史，是1608年尚普兰开始建设法属加拿大的发源

地，被称为加拿大的“法国文明的摇篮”，是北美法国文化的发源地。这里人流密集，广场中央

竖立着路易十四的半身雕像，面对着当年法国人登陆之地圣劳伦斯河，现在四周仍可见到当时富

商的房子，每年夏天广场会举办音乐会，并有街头艺人的表演，非常热闹。广场周围有许多几百

年的老屋，西边就是胜利女神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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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地址：27 rue Notre-Dame

电话：418－646－3167

网址：http://www.mcq.org/en/cipr/index.html

   

12、卡蒂埃布里贝弗国家历史遗址（Cartier-Brebeuf National Historic Si

卡蒂埃布里贝弗国家历史遗址坐落在圣查尔斯河岸，魁北克古城区西北，这处国家历史遗址记载

着1535年冬天易洛魁族人帮助卡蒂埃和他的部队的历史，这儿有一艘按照原尺寸复制的卡蒂埃战

船，一间仿造的原住民长屋以及关于耶稣会的展览，其中耶稣会是让�布雷伯夫于1625年在加拿

大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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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地址：175 de l'Espinay

电话：418-648-4038

票价：成人4加币，儿童2加币

   

13、魁北克国家美术博物馆（Musee National des Beaux Arts du Que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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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国家美术博物馆是观光魁北克城市历史的好去处，这里收藏了该省最重要的艺术品和因纽

特人雕塑品，还有一些著名的国际作品，馆中有一个画廊叙述着从1860年到1945年之间魁北克城

的现代主义和文艺主义之间的冲突，另外一个画廊着眼于由英国政府达勒姆报告而产生的艺术反

馈，这一报告以“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为由解散了法裔加拿大人艺术团体，其中包括里奥拜耳

、勃达阿、达莱尔和莱达克的作品，还有魁北克城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佩尔唐的作品。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电话：418－643－2150

票价：成人12加币，学生5加币

网址：www.mnba.qc.ca

   

14、首都观测台（Observatoire de la Capitale）

从首都观测台31层楼高221米的顶层可以全方位地俯瞰全城壮观的景致，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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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从这个角度，几乎可以看到老城区的全景，包括远处的圣劳伦斯河和近处的城墙。观景台有阅读

展示栏，可以帮助你了解魁北克城历史。

地址：Edifice Marie-Guyart, 31st Fl.

电话：418-644-9841 888-497-4322

票价：成人5加币，学生和老人4加币

   

15、魁北克水族馆公园（Aquarium du Quebec）

魁北克水族馆公园并不大，只有一个主厅，没什么目的性的话，干脆就顺着走，顺着看。水族馆

外区有几个大的区域，养着一些水生哺乳动物，北极熊、海狮、海豹，上千种较小的物种，还有

一些沙雕。尽管这个水族馆感觉小小的，但是确实很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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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地址：1675 des Hotels Ave

电话：418-659-5264

票价：成人15.5加币，儿童5.5-12.75加币，家庭49-54.5加币

   

16、法兰西美洲博物馆（Musee de l\\\'Amerique Francaise）

法兰西美洲博物馆是加拿大最早的博物馆，这里展出了北美法裔犹太人、加拿大西部与美洲中心

的梅蒂斯人的历史。展出的陈列品详细介绍了法国殖民者如何迁入新大陆，此外，还时常推出临

时互动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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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地址：2 Cote de la Fabrique

电话：866-710-8031

网址：http://www.mcq.org/fr/maf/index.html

票价：成人6加币，学生3.5加币

   

17、城堡博物馆（Musee du Fort）

这个博物馆，说实话有点造作且收费偏高，位于芳堤娜城堡饭店附近一栋建筑物的2楼，地方并不

大，展示着过去曾发生在魁北克的六次战争内容，以娃娃配上灯光、音响的表演方式来说明，对

魁北克历史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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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 rue Sainte Anne

电话：418-692-2175

网址：http://www.museedufort.com/

票价：成人6.25加币、老年人5.25加币、学生4加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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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魁北克周边美景推荐

任何想单纯用文字来描述魁北克城之美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有人说秋季枫叶红时来，魁北克城才是最美的；要不就干脆冬季白雪皑皑之时来，那也别有一番

风味；若能领略魁北克城的夏季之美，也能让人心满意足。

其实，魁北克城无论何时，都美得令人窒息。

在这个城市，一个拐弯就是一道风景，再往前走十来米又是一道风景。你还不能着急，千万别指

望一两天就能看完风景，否则不但脚累，眼睛累，心会更累，对于美的贪婪，终究会让人痛苦。

这里，就适合慢慢悠悠的生活方式，适合静静感悟。那种匆匆、再匆匆的行进方式，不是旅游，

也不是生活。

历史学家伊夫�泰西叶说：大自然在这里进行了完美的创造。他用这话来形容魁北克城所处的自

然环境，起初还可能令人心存疑窦。可当初步游览之后，除了感慨天地为什么如此厚待此地，却

实在找不出更妥贴的语言来形容此地之美了。城市在圣劳伦斯河的岸边，河北岸静卧着地球上最

古老的洛朗底德山脉，南岸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城市正对着一片河湾，河湾里是盛产水果而且保

留原始农业的奥尔良岛，雨果为此写下“我们生活在田野，我喜欢，我梦想⋯⋯”这些，都像是

一部古典音乐剧的布景。 

(图片由网友 @假不在乎洴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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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十足的魁北克城中散发着些许骄矜，人们以其简单、大方、宽厚的方式年复一年的迎接着各

地游客，于是，城中的一切都令人愉悦：圣劳伦斯湖畔迷人景色、无比珍贵的建筑遗迹、丰富多

彩的历史⋯⋯

而城外的别有洞天，更向人展示了热情的魁北克人拥有的快乐生活，并且，这种欢快生活已经持

续了400年。

   

1、国家公园(Mingan Archipelago)

沿着圣劳伦斯河的北部海岸航行，你将惊奇的发现40多座美丽壮观的石灰石海岛，同时在这些岛

屿的周边还有1000多座由花岗岩形成的小岛和暗礁。这片领地就是Mingan

Archipelago，在1984年的时候它成为了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每年都会接待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游客，这里有多个露营场所，它们分别分布在6个

不同的岛屿上。因为当初在修建这些营地的时候，就考虑到要保有它原本的自然之感，所以现在

游客们来此会感到浓郁的野外气息。

在国家公园4个不同的海岛上，有着近24公里的徒步旅行步道，喜欢步行赏景的游人可以在此畅快

漫步，沿途还将领略到壮美的海滨风光。此外，沿着步道一直向前走，你还将进入到岛屿深处的

翠绿森林，在这里容纳着广阔的荒地以及成片的沼泽。热爱运动的游客可以在观赏皮划艇和赛舟

的同时，自己也参与其中一试身手。同时，喜欢游泳的客人还可以和欢快的海鸟，憨态可掬的海

豹、海豚和鲸鱼一起在大海中潜水和遨游。

国家公园一年到头都对外开放，在6月的中旬至8月下旬之间，还会为游人们提供新奇和特别的服

务。如果你想切身体验投入大海怀抱的美好，那么就来国家公园吧，你的心愿一定会在这里实现

！ 

                                               51 / 85



�������

魁北克城：静水流深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2、蒙特默伦西瀑布公园(Parc de la Chute-Montmorency)

蒙特伦西瀑布公园位于魁北克东北７公里处。瀑布众所周知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著名的尼亚加拉大

瀑布还要高出30米，从主干公路可以驻足观望，也可以免费进公园参观。泛黄的河水据说是富含

矿物质。缆车上到瀑布顶，虽然没有尼亚加拉的宏伟，但眼前夏季山花遍开，犹如暗恋桃花仙境

，不知有汉；冬季，瀑布自下而上垒起白皑皑的冰山，也不失为一大奇特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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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惆怅的小螃蟹 提供)

参观瀑布的最佳地点是瀑布之上的悬桥，观赏瀑布可以乘坐缆车游览，或者攀登487级台阶。

如果是自驾前往，建议你在宁静的博波特镇内的教堂停车场泊好车，然后步行一公里前往瀑布，

或者在魁北克的尤维尔广场乘坐800路公共汽车到博波特站，再转车改乘50路公共汽车，前往瀑布

山顶，或者改乘53路公共汽车前往瀑布山脚。当然，体力好的，骑自行车从魁北克城到这儿，也

是不错的选择。 

                                               53 / 8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45&do=album&picid=44025


�������

魁北克城：静水流深

图为缆车票价(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地址：2490 Royale Ave.

电话：418-663-3330

网址：http://www.sepaq.com/montmorency

   

3、蒙特贝娄城堡酒店（MontebeIlo）

蒙特贝娄城堡酒店建筑于公元1930年，这栋华丽堂皇的饭店是世界上最大的圆木建筑。作为加拿

大东部的历史地标，蒙特贝娄城堡以其自身的粗犷豪华及独特而闻名。在这座红得耀眼的西洋杉

圆木城堡中，你将体验到热情的招待，感受到乡村的幽雅、优美的周边环境和常年举办的户外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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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酒店有多个客房设施可供选择，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Three Point 小屋。Three Point 小屋颇受客人

的喜爱。小屋位于伸向幽僻的彩虹湖的岬顶，是唯一设有壁炉的单卧室小屋。这里可容纳二至四

人，距 Fairmont Kenauk at Le Chateau Montebello 酒店大门 14 英里（23 公里）。小屋配有丙烷灯、

冰箱、炉灶、火炉、热水淋浴、室内抽水马桶、配备齐全的厨房和装有纱窗的宽敞门廊。设施齐

全的林中小屋，既能让人感受乡村的幽雅，又能一享私人领地的惬意。

此外，在蒙特贝娄城堡酒店，你还能亲身体验加拿大野生世界的无穷魅力。这里是北美洲最大、

保护最精心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麋鹿和其他动物像 200 年前一样四处游荡。丰富的户外活动

更让人心动，如高尔夫、远足、滑雪、垂钓、狩猎、划独木舟、徒步旅行等，足以让人忘却都市

的喧嚣，乐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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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莱维镇（Levis Ferry）

Levis，不是牛仔裤，是远眺魁北克城最合适的地点之一。

去莱维镇的话，乘坐魁北克边的小船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船上可以获得最佳的视野，一旦下了

船，莱维湖边就是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可以让游客从魁北克老城的厚重与强势中逃离出来彻底放

松。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在小船靠岸的地方，是莱维平台，于1939年由乔治国王六世亲启，随后，伊利莎白女王二世也来

此钦阅，这里可以欣赏到魁北克优美的远景，站在山顶上则可以眺望更远的地方。

莱维河南岸上的一号碉堡在翻新重建之后已经作为国家历史古迹对外开放，提供导游讲解和游览

，位于莱维东边。

在老莱维，主要的商店和饭店都在Ave

Begin大道上，不过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风景，不妨继续向南走到湖边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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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旅游局在渡轮靠岸处，提供地图和老莱维不错的全包价（8加币），含渡轮和30分钟导游领队

的短途客车游，开往各景点。自行车、双人自行车以及旱冰鞋均可在渡轮码头租到，价格比魁北

克城要低。

地址：10 Rue des Traversiers

电话：418 643 8420

一号碉堡：

地址：41 Chemin du Gouvernement

电话：418-835-5182

票价：成人4加币，儿童2加币，家庭10加币

渡轮处有餐厅La Piraterie，提供三明治（6加币起），通心粉和意大利面，正餐20加币起。

地址：4685 Rue St Laurent

电话：418-304-4000

   

5、奥尔良岛(lle d\\\\\\\\\\\\\\\'Orleans)

从旧城区开车约15分钟渡过蒙特伦西瀑布右手边的铁桥便是奥尔良岛。这个加拿大圣劳伦斯河中

的岛屿在河口湾头，魁北克东北。全岛长34公里，宽9公里，面积115平方公里。人口很少，仅有

约5300人。岛上有大片大片的葡萄树，原名巴克斯岛，意即“酒岛”。土壤肥沃，森林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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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惆怅的小螃蟹 提供)

1636外来移民到此地后，岛上就一直保有浓厚的诺曼底风味。全岛以农业为中心，特别是苹果与

草莓的栽培，在水果盛产的季节，有许多苹果园及草莓园可供游客亲自摘取。畜牧业也很发达，

因此盛产奶酪，是当地的一大特产。

奥尔良岛有公路桥与大陆相通，沿岸的村舍是避暑胜地。绿意盎然的岛上点缀着农舍人家、白色

教堂等，一眼望去景色十分怡人。岛上还有许多枫糖厂及酒厂，所有的景点资料都可在过桥后的

旅游服务中心找到。这里是魁北克市民的菜篮子，居民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有许多特色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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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盖斯佩半岛(Gaspe Peninsula) 

Gaspe是加拿大的发源地，这里古朴而原始，出色的风光让人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只好一切尽

在不言中。

Gaspe在加拿大的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534年，Jacques Cartier

登陆加斯湾，以法王法兰西一世的名义占领了该处土地，它也是圣劳伦斯河的西部入海口。 

(图片由网友 @三笑会心 提供)

小渔村似远似近地依傍着岩石或小海湾上的避风产生，岛上静谧淡然，风景独特。

不知如果有一天厌倦了城市的生活的你，会不会到Gaspe Peninsula上的某个小镇来，过没有现代化

通讯工具的生活，与外隔绝，讲不同的语言，过不同的日子，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门

口的农庄，坐拥自然馈赠的美景，穷一生之快乐，享一世之清福。

   

7、皮尔斯山岩(Perc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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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斯山岩是盖斯佩半岛上(Gaspe Peninsula)风景秀丽的一处奇景，是皮尔斯镇最为旅客所喜爱的

景点。它突出海面，巍峨壮观。该岩石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岩石像一艘渐渐驶近的巨型船只。 

(图片由网友 @假不在乎洴 提供)

皮尔斯山岩是一块长438米，高88米的石灰石，经过3亿5千万年海水海风的冲刷和侵蚀形成了皮尔

斯山岩如今的形状，潮落的时候您可以观赏到岩石的东端经过几百万年才形成的化石。乘船来到

邻近岩石的Ile Bonaventure可以看到许多野生生物，野花、野禽、海鸭、塘鹅和鸬鹚。另外，还有

风景优美的小路、博物馆、纪念品商店和演出中心，更有精彩的娱乐活动等着络绎不绝的各国游

客，观看鲸鱼和海豚，在海上划爱斯基摩皮艇，潜水和钓鱼⋯⋯小小的地方，也有大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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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食在魁北克城

拉丁民族本身对食物的迷恋，加上法国人对享乐的沉醉，使得魁北克这个民族的生活里处处充满

了美食主张。不论是法式美食还是魁北克乡间的烧烤牛排和肉片，无一不让人怦然心动。 

图为魁北克城美式午餐(图片由网友 @惆怅的小螃蟹 提供)

魁北克城绝大多数的居民是法裔加拿大人，尽管过去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而法国人在这里落脚

所留下的种种影响却没有走远，美食与享乐的创意源源不断。

由于魁北克城位于圣劳伦斯河旁，说起来也算是内陆海港，因此海鲜河鲜可以算是进食首选。魁

北克城几乎到处都是好餐厅，每逢观光旺季，疯狂的游客会占领街道两旁的露天咖啡座，甚至身

价与收入都不菲的明星们也会为了一家小小的餐厅专程搭乘包机进来大啖一番，由此可知魁北克

的美食之于饕客的吸引力。

   

1、特色菜肴

                                               61 / 8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45&do=album&picid=44029


�������

魁北克城：静水流深
地理优势使得魁北克的海鲜与河鲜菜品格外新鲜，汁多味美。老外吃肉类，可能味道并不像中国

人那么讲究，烹制方法更是简单得几近简陋，但是，juicy这个词很重要，遇到他们认为很棒的肉

类菜肴，被最常提起来的一个词就是juicy，切开新鲜的黑鳕鱼，鱼肉中的味汁缓缓溢出，放在嘴

里入口即化，却又新鲜弹牙，一尝就知是再新鲜不过的鱼类烹制而成。

生食三文鱼也是欧美海滨城市的特色，魁城比较有名的三文鱼菜式是三文鱼挞，只要三文鱼足够

新鲜，味道就又天然又鲜美，不用多加调味汁盖住肉本身的鲜甜。

除了三文鱼，加拿大的牛肉也很有名，不管是美式的碳烤牛排，还是生猛的生拌牛肉，都绝不会

腥气难闻，也不会有嚼不烂的可能，口感鲜嫩简直是唯一的诠释。魁城的厨师兼具美式和法式两

种手艺，都很懂得如何低调调味，去肉腥又不会压住肉鲜，手艺娴熟。

   

2、特色小吃

奶酪浇肉汁土豆条(Poutine)

——炸薯条已经赢得了全世界很多人的热爱，但魁北克特色的炸薯条可谓更上层楼。当地人会在

刚出锅的薯条上，浇上香浓的调味肉汁，最后撒上奶酪丝。奶酪在薯条的热气下慢慢融化，把肉

汁和薯条紧紧地包裹在一起，从第一口开始，就让人欲罢不能。而且除了调味肉汁外，还可以选

择以西红柿或鹅肝酱为主料的浇汁。

甜蜜塔(Tarteau

Sucre)

——和安大略省一样，魁北克省也是加拿大枫糖的产区所在地，能在大街上品尝到各式枫糖小吃

。在魁北克城里有一种甜品，被赋予了一个动人的名字：甜蜜塔(Tarte au Sucre)。它是将各种糖类

和枫糖浆熬成柔软芳香的软糖，然后倒入派皮里烤制而成。不过你可得当心吃了太多的甜蜜塔，

心都会融化掉。

   

3、特色饮品

苹果酒（Ice Cider）是只有魁北克才有的美酒，以苹果酿造，不过酿法特别。

魁北克盛产苹果，而那里冬季又气候严冷，聪明的魁北克人就利用这样的物产与气候条件酿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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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苹果冰酒。简单地说，就是在冬季气温跌到零下25摄氏度时，才采摘已经完全成熟并已经冷冻

起来的苹果，并将冰冻的苹果直接压榨出汁液并经过8个月的冷发酵和酿造，才可以酿出甘甜的苹

果冰酒。当然，也有另外一种酿造的办法：在苹果收获的季节将苹果采摘后储存，待冬天才将苹

果榨成汁后放于室外，在魁北克的寒风霜冻中经过6周的自然萃取、浓缩后，再进行6至7个月的冷

发酵，于是以苹果酿出Ice Cider。 

图为苹果酒的部分酿制过程(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特别的制作过程让苹果冰酒本来已经足够神奇，而品尝苹果冰酒则更有讲究，这让苹果冰酒的出

场很是隆重、不俗，只看喝酒的端庄架势就已经让人跃跃欲试了：酒要事先冷藏，保持低温；而

喝酒的酒杯亦要放入摄氏5度左右的冷藏柜中冷藏至少5个小时，让酒杯的杯壁都有一层薄薄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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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雾，而酒亦不能倒满，不足1/2即可，这样酒才能保持最原本的甘甜，醇香醉人。

苹果酒真的很醉人，后劲十足，苹果酒越甘甜、酒精度数也就越高。不过，甜甜的滋味当作餐前

酒或者甜品配酒却是再适合不过了。

   

4、推荐餐厅

1. Chez Temporel

这里应该算是巴黎式餐馆，餐馆提供新鲜的三明治、营养丰富的早餐、咖啡和牛角包，每天傍晚

，餐馆里都会传出美妙的音乐，坐满看书小憩的客人。

电话：418-694-1813

地址：25 Rue Couillard

价位：正餐12.5加币起

营业时间：周日到周四由19：00营业至凌晨1:30，周五周六营业至凌晨2:30

2. Le Petit Coin Latin

这是一家拉丁风味餐厅，除正餐之外，还供应早餐水果、牛角包或者鸡蛋、火腿，你可以选择在

里面边听音乐边吃，或者在外面的阳台上用餐。正餐方面，这里的汤和大菜相当有加拿大特色，

比如北美驯鹿。

电话：418-692-2022

地址：8.5 Rue Ste-Ursule

价位：正餐15加币起

营业时间：从早上7:30至晚上10:30

3. Le Patriarche

这是一个魁北克城的顶级饭店，在这个顶级饭店里，新式烹饪与悬挂在有180年历史的老石墙上的

当代艺术品相呼应，各种新式菜肴看上去精致得让人感觉不好意思吃掉。餐厅的拿手菜是鹅肝、

油炸青蛙腿、新鲜三文鱼以及鹿肉、野猪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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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18-692-5488

地址：Rue St-Stanislas

价位：正餐29加币起

营业时间：11:30-14:00,17:30-22:00

4. Le Lapin Saute

假使你只在魁北克城享受一天，那就去这家专营乡村菜肴的舒适餐馆享受一下吧，这里最大的特

色就是天然风味，比如兔肉面条、兔肉香肠，鸭子、大马哈鱼和鸡肉，以及美味的枫糖浆烧糖卡

仕达，天气好的话，可以坐在鲜花满布的庭院中，俯瞰美丽风景。

电话：418-692-5325

地址：52 Rue du Petit-Champlain

价位：正餐27-49加币

营业时间：周日到周四11:00-22:00，周五和周六9: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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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住在魁北克城

魁北克城有多达一万七千多间客房随时恭候游客的光临。由于可住宿的地方很多，因此，激烈的

竞争使得城内的酒店房价一直处于一个合情合理的价位上。老城区周围的欧式小酒店最好，各有

特色，交通方便，还充满了欧式浪漫情调，靠近城区的汽车旅馆和较大些的市中心酒店则价格较

贵。

   

1、经济型酒店

Auberge de la Paix旅馆

旅馆可接待60人，贵重物品可放在保险箱里，旅馆有一个怡人的花园，早餐包含在房费里，是典

型的欧洲大陆式早餐，美味至极令人称赞。美中不足之处是房门不能上锁。卫生间样式一般，不

过算是干净整洁。

网址：www.aubergelapaix.com

地址：31 Rue Couillard

电话：418-694-0735

房价：20加币起，含早餐

HI Auberge Internationale de Quebec青年旅舍

这是城里最大最好的青年旅舍，经常有友善的导游组织各类团队游、酒吧和电影之夜等活动，旅

社就在魁北克小城的中心地段，周围餐馆、超市很多很方便，甚至华人开的便利店。从这里走路

到圣母教堂5分钟，走10分钟就可以看到圣劳伦斯河，基本上老城内的景点都可以步行到达，价格

也比较公道。

电话：418-694-0775

地址：19 Rue Ste-Ursule

网址：www.aubergeinternationaledequebec.com

房价：会员25加币，非会员29加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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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星级酒店

Auberge Le Vincent

文森特酒店(Auberge Vincent)非常出色。酒店所有者和酒店经理克劳德(Claude)以他在魁北克(Que

bec)的建立与知识为傲,更以使每位游客在这个美丽的城市过得美好为首要任务。

拉罗赫(La Roch)是个迷人的街区,也是通向古老城市中心的必经之路。附近是圣尚恩路(Rue St. Jean

),一些小商店,画廊,餐厅和色彩丰富的建筑。酒店自身可爱而惬意,有一种艺术感，一些独特美妙的

艺术品装饰着休闲大厅和房间。

房间舒适，视觉效果也很好。

早餐简单但是美味而且充足,是包含在房价之内的，从咸火腿、奶酪、芦笋薄饼到培根、香肠、鸡

蛋都可以点。所有的菜肴都是新鲜制作的,还有面包,无限量浓咖啡,卡布奇诺,咖啡和茶。

地址：295, rue Saint-Vallier Est, Quebec City, Quebec G1R3E2

电话：418-523-5000

Le Clos Saint Louis酒店

这座1844年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美轮美奂，充满魅力，而主人在酒店经营时投注的倾心关怀更是

使它名声在外，18间客房开阔而华丽，每间房间都配备有漂亮的瓷砖铺设的洗手间，并带有旋涡

式浴缸，套房像是维多利亚式的公寓，小休息室有电视，房价包含美味的大陆式早餐。

网址：www.clossaintlouis.com

地址：69 Rue St-Louis

电话：418-694-1311 800-461-1311

房价：淡季155加币起，旺季195加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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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玩在魁北克城

在魁北克城，最值得消遣时间的方式，夏日是深入绿色的大自然与动物嬉闹，冬日则是把自己置

于雪白的苍茫大地，用速度与激情体会加拿大冰雪季的冰爽，让飞溅起来的晶莹雪粒触碰城市庸

碌生活禁锢起来的心。

   

1、滑雪度假村

蒙圣安娜滑雪度假村（Mont Ste Anne）

距魁北克城仅50公里，是魁北克省顶级的滑雪度假村，十多条缆车道的五十多处滑道深受初滑新

手、滑雪老手和雪板滑手赞美。 

(图片由网友 @惆怅的小螃蟹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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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天，一条观光缆车从度假村滑上山顶，自行车道和徒步小路曲折起伏在群峰峻岭中，可以去

游客中心租自行车，另外有独木舟、漂流、高尔夫以及参观有65条狗的爱斯基摩犬村。

地址：2000 Boul du Beau Pre

电话：418-827-4561

   

2、魁北克城内夜生活

魁北克的夜间表演活动不少，天气较凉的九月到五月室内表演活动较多，如交响乐演奏。夏天时

，室内场地多半不开放，各项活动多在室外举办，以便享受和煦温暖的阳光。再晚一点，圣尚恩

路(Rue St-Jean)、卡蒂亚大道(Avenue Cartier)和Grand Allee是为凉飕飕的黑夜加温的地方，即使在

冬天，那里的酒吧也会开到凌晨三点，让夜晚睡不着的人到那取暖。

Chez Maurice迪厅

每逢周三到周日迪厅开放，提供Latino、快乐屋和现场流行音乐夜活动。

电话：418-647-2000

地址：575 Grande Allee Est

营业时间：21:00-3:00

Chez Dagobert夜总会

夜总会的阳台上有一面庞大的镜子，可以鸟瞰Grande Allee Est m'a-tu vus，Dagobert与对面的Chez

Maurice迪厅竞相吸引花花公子的注意力。

电话：418-522-0393

地址：600 Grande Allee Est

营业时间：12:00-3:00

Le Drague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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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城内同性恋的活动场所并不大，不过这家酒吧已经有十年的为同性恋人提供聚会场所的历

史了，每逢周四和周日有易装秀，不论你的性取向如何，这两天的夜晚，这里是魁北克城最喧嚣

最狂欢的地方。

电话：418-649-7212

地址：815 Rue St-Augustin

营业时间：正午至深夜，表演在周四22:30，周五23:00，周日21:30和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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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魁北克城中淘货

小尚普兰区：

这里是魁北克城中最著名的购物街区，这里有许多咖啡馆、餐厅、时装店和精品店。街上游人如

梭，熙熙攘攘；咖啡馆内则气氛轻松散漫，仿佛停滞了时光。商店内出售当地艺术家设计的各种

精致商品，店外还不时有卖艺歌手悠扬地歌唱。 

图为魁北克城地下商场   (图片由网友 @闷声发呆 提供)

Rue du Tresor：

幽僻狭窄，却很值得一游，那里集中了支着画架展览顾客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Rue St Jean：

街两边的中世纪商店里有女性长袜、内衣、骑士帽、张开的斧子、怪兽烛台和其他古老的随身用

具出售，充满复古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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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下城区沿着Rue St-Paul街的12家商店堆满了古董、古玩、稀罕物和老魁北克的旧东西。

去一个城市，在当地的集市里才能最真切的感受此地的民风民情和特色。 

魁北克城内集市里贩卖的各种新鲜蔬果蘑菇 (图片由网友 @善了个哉 提供)

在海滨高地的老码头集市里可以买到鱼、奶酪、花、鹅肝酱、冰苹果酒以及点缀花园的陶俑。

每天这个市场会营业到晚上七点，夏天的周六早晨是集市最热闹的时候，小摊甚至能摆到集市大

厦的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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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程推荐

   

1、魁北克老城一日游

计划一：

暴走老城的起点可以安排在位于Chateau Frontenac北面的中心广场，基本上魁北克老城基本上可以

用一个螺旋的外环线加内环线来串下大概景致：外环线顺着Boulevard

champlain商业街，沿着港区的街巷，到城北上山进入小巷，顺着Rue

saint-Jean大街一路走到老城西门，再折向南边的Citadelle of Quebec

City古堡垒，之后便能来到Chateau Frontenac南边著名的大景观台，一路北上到起点的公园，再用

内环线将所有中心区的酒店、教堂等景点玩遍。老城内有Musée de la

civilisation值得看，在西边较远的Musée national des beaux-arts du

Québec如果错过了一定会很可惜的。Boulevard

champlain大街的景致在下午的阳光下颜色十分饱和，不要错过Chateau

Frontenac南边有光照的时间。另外如果要邮寄明信片的话，在Rue du

tresor街角（就是information后面）有邮局。

计划二：

穿梭魁北克城的上下城并不是件随便为之的事，如果不按合适的路线来走，真是有点赔了力气又

看不到风景的遗憾。其实路线并不复杂：从RUE DE LA COURONNE大街向东（古城方向），在

城墙下会看到一个小的咖啡店，进入店内有一座电梯直接上上城；出电梯后，魁北克下城的风貌

可以一览无余；继续沿着坡道向东，到RUE SAINT JEAN或者RUE SAINT JOACHIM大街后向左转

，约3分钟就可以到达古城墙；游览城门和炮台后，沿着城墙向东，会看到马车游览的总站；在R

UE SAINT LOUIS大街右转，出古城，可以游览议会大厦，古战场公园；从古战场公园有天桥进入

古城，接着就是著名的星形城堡要塞，出要塞后继续向北，可以看到古城的地标——落成于1893

年的芳堤娜古堡酒店，古堡饭店背后皇家广场及人类文明博物馆；随后沿着古城内的碎石道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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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餐、纪念品店出古城。

   

2、魁北克城内及周边三日游

如果想在几天内尽览魁北克城以及周边的美景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里有太多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

著名景点事迹，光是一些必去的行程，就可以花上四到五天的时间喔!

所以建议多待些时日，至少三天，才能细细体会这个法式城镇的古朴典雅风情。

第一天

旧城区有一些战时的碉堡建筑或集合广场，目前已改建为纪念馆与重要节庆的举办场所，著名的

有古城墙碉堡区、芳堤纳城堡饭店及前面的兵器博物馆、星型碉堡等。

第二天

到奥尔良岛度假，体验17世纪的魁北克，将自己投入一片丰饶的田园景色中。千万别忘了吃苹果

餐，买苹果酒。

第三天

来个拥抱大自然之旅，壮观的蒙特伦西瀑布和清新的圣安娜峡谷都是旅程的必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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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魁北克城交通

   

1、航空

魁北克最重要的机场在蒙特利尔，但魁北克城的机场也很繁忙。Jean Lesage机场在魁北克城西边，

Hwy40公路和南北线的Hwy73公路相交处附近，服务于本省的航空公司包括加拿大航空，加拿大

航空公司Tango公司，经济实惠型的Canjet航空和Westjet航空。

   

2、火车

乘坐火车，游客可以从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加拿大众多城市前往魁北克城。因为加拿大

国土面积巨大，所以从有些城市乘坐火车前往魁北克需要在火车上过夜，不过对于中国游客来说

，这一点还是比较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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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千飒飒 提供)

魁北克城拥有三座火车站，共用一个电话号码，888-842-7245。

   

3、市内交通

自驾

高速公路遍布魁北克省，非常畅通。在遥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路段缓慢曲折，甚至没有铺设，

配套服务也可能很有限。至于路况，请留意冬天路段的特别信息。另外在魁北克城，尽管路标并

没有禁转的指示，请切记无论任何情况，都不允许在红灯亮着时右转行驶。

巴士

在魁北克有很多巴士公司提供国际巴士服务，游客可以乘坐长途巴士前往美国。在魁北克城内，

也有很多巴士公司，他们不仅提供城市间巴士服务，还有城市内巴士服务。对于来此旅游的游客

来说，乘坐巴士自然是最方便快捷，同时也是花销最低的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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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总站位于下城区的亚伯拉罕．马丁街，就在老港口的西面。除了向西开往蒙特利尔的巴士以

外，总站还有巴士开往东部新伯伦瑞克省(NewBrunswick) 的埃德门兹顿 (Edmundston) ，车程约需

5 个小时，以及沿圣劳伦斯河北上到泰道沙克 (Tadoussac) ，车程约需 4 个小时。

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站在广场大火车站的旁边。

电话：418-525-3000

地址：Rue-Abraham-Martin

每天开往蒙特利尔，每小时一班，行程3-4小时，票价54加币

出租车

冬季，还有Taxi Co-op出租公司有专门的Hiver Express特快出租车提供开往滑雪山地的服务。

电话：418-525-5191

   

4、乘船

圣劳伦斯河的存在将大西洋和北美洲五大湖有机地连接了起来，这也让乘坐渡轮成为了魁北克另

一个重要的交通方式。作为游客，如果您想感受一下不同的交通过程，不妨在魁北克旅游时乘坐

渡轮。

渡轮电话：877-787-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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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惆怅的小螃蟹 提供)

每天上午六点至次日凌晨两点之间频繁往返于魁北克城和莱维之间，全天运营，单程票成人2.65

加币，儿童1.85加币，掌舵员、汽车费用5.95加币和自行车2.65加币，航程只有短短的十分钟，不

过游客仍可以欣赏壮观的江景、悬崖、城堡、魁北克的高楼大厦，渡轮终点码头靠近皇家广场。

   

5、自行车

魁北克有超过3400公里的自行车道，这使得骑自行车旅游成为了可能。在当今全球提倡低碳旅游

的背景下，骑自行车畅游魁北克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

有需求就一定会有服务，在魁北克有很多租赁自行车的租赁公司，游客在这些公司租赁自行车，

然后便可以开始自己的自行车旅程了。

出租自行车的费用是每小时12加币，每天30加币，客人需要在出租处留下个人身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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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防晒霜是各位“驴友”必备的第一种武器。因为加拿大地处高纬度，空气又太干净了，紫外线毫

无阻挡地打在你的脸上，轻则肤色先变红后变黑，重则闹出点浴光性皮炎。

在国内开通了国际漫游的移动全球通用户，在加拿大可以随意使用手机。当然，各位需先掂量掂

量袋袋里的银子，因为国际话费绝不便宜。

与许多老牌发达国家一样，加拿大的酒店也重视环保。当然，这就意味着各位需要自己携带牙膏

、牙刷、拖鞋和洗脸的毛巾了，在加拿大任何一个城市，拧开自来水龙头就可直接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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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那些魁城人，那些魁城的故事

当代娱乐明星——魁北克这片土地造就了席琳�狄翁 (Cline Dion) 、柯瑞�哈特 (Corey Hart)

和无帽子乐团等知名音乐人，还有最早期的莱昂纳尔�科昂 (Leonard Cohen) 。 

图为著名歌星席琳迪翁

格蕾丝�凯丽——曾经的绝美影后，曾经的优雅王妃，她在芳提娜城堡酒店曾经入住过的房间，

至今仍然被深刻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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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格蕾丝�凯丽

罗斯福和丘吉尔——巨头们的会晤，永远在暗中悄无声息的决定某些人、某些城市和某些国家的

命运，他们在芳提娜城堡酒店住过的房间，是名副其实的“总统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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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结语

魁北克城，在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主的北美大陆上散发着法兰西芳香。

它的历史已经踏入400年，如果忽略老城外的现代化城区，那么这400年似乎一直不曾流逝，小城

依然保留着400 年前它与欧洲分开时的一切精髓——古典、优雅、轻快。

一老一新两大城区，一下一上，一个古典一个优雅。站在老城里，不由觉得处处是风景。同一个

地点，因为背景里云的变幻，有不同的感觉，但都有点不真实，似乎是电影中的布景；而站在新

城里，又仿佛重新置身现代文明，心跳不由得加快，步伐也不由得恢复匆忙。

是的，在魁北克人的心中，都有这句话：Je me souviens。

魁北克城，这个有着蜿蜒街道的中世纪古堡般的城巿，为美洲大陆孕育着法国文明，今天的这座

圣劳伦斯河西岸古城，宁静安逸冲淡了祖先的坎坷和磨难，今天的人们，更愿意享受阳光下的法

式浪漫。在这里，慢下来，才懂得什么叫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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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假不在乎洴 提供)

浪漫，藏匿于这里的每一份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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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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