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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ELONA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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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忠告
★ 当心小偷！尤其是在市中心区域(如Plaça Catalunya加泰罗尼亚广
场和La Rambla兰布拉大街)，要时刻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贵重物品。地
铁上下客或拥挤时，小偷会拉背包拉链或者摸你的口袋。

★ 巴塞罗那街头骗人游戏很多，比如街头扑克牌或“球和杯子”等，
切勿停下围观。

★ 西班牙人都非常的热心，一旦你迷路可以随处问人。但是他们有时
并不清楚也会乱指，建议询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路人。

★ 西班牙人并不怎么守时，迟到半个小时以内纯属正常。所以和西班
牙人打交道要保持耐心。

★ 如果是自驾车的话，尽量不要停在没有摄像头监控的停车场，也不
要在车内留贵重的东西和钱。只要自己小心并采取一些常识性的预防
的话，90%的危险因素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 巴塞罗那属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官方语言为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
一般指示都会标有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两种标示，加泰罗尼亚语在
上。有时也会碰到路人只会加泰罗尼亚语的情况，请谅解。

★ 西班牙每天下午两点午饭，晚上九点晚饭，大多饭店在非正餐时间
不供应餐食，这时可以考虑光临卖Tapas的各种小酒吧。另外
14:00-17:00为午休时间，人们习惯在这时间段午睡，大部分商店关
门休业。

★ 12月24、25日，1月1日，1月6日为全国性重要节日，整个巴塞罗
那处于闭门休业状态，景点也不开放。周日为休息日，大多超市商店
休业(包括市中心的大商场)，周一则是大部分博物馆的休息日。西班牙
使用夏令时制，很多时间安排会根据季节变化。夏季一般21点日落，
冬季一般18点日落，请注意安排。

作者：糯米T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3月13日 

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巴塞罗那为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官方语言为加泰罗尼亚语，西语也
通用。以下为常用西班牙语会话：

Hola - 你好
Buenos Dias - 早晨好
Adios - 再见
Por favor - 请
(Muchas)Gracias -(非常)感谢
De nada - 不客气
Perdón - 打扰下
Socorro! -救命!(情节严重)

★ 常见标识
Entrada - 入口
Salida - 出口
Atención! - 注意！
Prohibido! - 禁止！

Baños - 洗手间

Hombre - 男 
Mujer - 女 

Mujer - 女
Caballeros - 绅士 
Senoras - 女士 
Farmacia - 药店
Mercado - 市场
Embajada - 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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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写
插座：    电压：230V 频率：50Hz
巴塞罗那，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加泰罗尼亚省首府。在这里，西班
牙的热情，伊比利亚半岛的美味，与地中海的灿烂阳光完美的融为
一体。

也许你是为了一睹安东尼奥·高迪的百年烂尾楼神作-神圣家族大教
堂，也许你是来寻觅毕加索年幼时的生活痕迹，也许你是来膜 

Si - 是
No–不是 
Salud! - 干杯！
Cuánto cuesta esto? 
- 这个多少钱?
Donde están los servicios? 
- 厕所在哪里？
Ayuda! –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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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生活
西班牙人大多白天悠哉，太阳晒到懒，到了晚上又瞬间精力充沛地
去通宵派对。到了周末，巴塞罗那大部分人的生物钟是日上三竿才
起床，深夜开始娱乐，大清早才就寝。

在这个欧洲最著名的聚会城市里，酒吧、夜店通宵营业，灯红酒绿
是这座城市夜晚的真实写照。

高迪、毕加索、米罗、达利这些等等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们也让巴塞
罗那充满了文艺气息。在这个地中海懒人国，请记得放慢脚步，围
观下街头艺人，倾听下游荡在大街小巷的琴音歌声，那些色彩缤纷
的涂鸦也可能是某家的名品呢。

           拜宇宙队巴萨的主场-诺坎普，抑或你只是想懒洋洋地躺
          在沙滩上沐浴地中海的灿烂阳光，无论如何，这座城市有无数
的理由让你为之倾倒，流连忘返。

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基本所有的重要景点都集中在Passeig de Gracia
和Diagonal这两条主干道附近。市中心的区域和中国比起来并不算
大，步行加上时而地铁已然足够。背包客们大多偏好落脚于哥特区(El 
Gotico)附近，一来这里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再来这里原为古罗马
旧城区，动辄百年的精美建筑和生气盎然的小道足以让迷路也成为了
一种乐趣。只是要再次提醒下大家注意(特别是夜间)安全问题。

有人说过，如果你想适应巴塞罗那，必须得有强大的意志力，因为
只要你愿意，每个晚上都有聚会等着你，甚至好几个聚会。

景点 - 高迪的杰作
★ Tips：高迪和他的杰作
“只有疯子才会试图去描绘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安东尼奥
·高迪(Antonio Gaudi Cornet，1852-1926)，西班牙建筑师，
塑性建筑流派的代表人物，属于新艺术建筑风格。其初期作品近似
华丽的维多利亚式，后采用历史风格，属哥特复兴的主流。高迪去
世时仅完成一个耳堂和四个塔楼之一，米拉公寓、巴特罗之家(又称
巴特罗公寓)、古埃尔公园和吉埃尔礼拜堂。

★ 圣家堂 Sagrada Família 见地图标识 
高迪的未完成之作，跨越一个世纪仍在建造中。高迪自1883年开始
主持该工程，直至1926年去世。在生前的最后12年，他完全谢绝
了其他工程，专心致志于这一教堂的建筑。这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
作品、最伟大的建筑，也是他心血的结晶、荣誉的象征。170米的
高塔、五颜六色的马赛克装饰、螺旋形的楼梯、墙上栩栩如生的雕
像，令庞大的建筑显得十分轻巧。不过教堂略显恐怖，被民众称
为“石头构筑的梦魇”。圣家堂是西班牙人对艺术的严谨，以及地
中海懒人风格的真实写照，是自然元素和天主教完美的结合。安东
尼奥·高迪就被安葬在圣家堂的地下墓室。

地址：Carrer del Mallorca，401
到达方式：地铁L2(紫线)或L5(红线)Sagrada Família站下车。
开放时间：10月至3月9:00-18:00；4月至9月9:00-20:00
门票：14.8欧元(成人)，12.8欧(老人/学生/18岁以下)。
www.sagradafamilia.cat

★ Tips：圣家堂参观建议
建议选择周中或早上游览以避开人群；圣家堂有钟楼可以登顶(费用
3欧)，俯瞰巴塞罗那市区；教堂内部光线穿过彩绘玻璃会是很美的
视觉享受，早上以及日落时分的光线尤其诱人，每天排队参观的人
流量很大，可以提前网上购票以避免排队。

★ 古埃尔公园 Parc Güell 见地图标识 
在这里，高迪把他的惊世天赋从建筑转接到园林规划。一走进古埃
尔公园的正门，就能看见常出现在旅游杂志上的蜥蜴雕塑，拾级而
上，你会发现一个五彩缤纷的超现实主义乐园。高迪的故居也坐落
在此，这个粉红色的小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博物馆。什么都干不了
的星期天去哪里？童话般的古埃尔公园是个不错的选择！ 

地址：Carrer del Olot，7 
到达方式：地铁L3(绿线)至Lesseps站下车。
开放时间:11月至2月10:00-18:00；3月至10月10:00-19:00；4
月、9月10:00-20:00；5月至8月10:00-21:00。
门票：免费(据称9月起收费，具体细节还未公布)。
www.parkguell.es/en

★ 巴特罗之家 Casa Batllo 见地图标识   
高迪改造的蓝色童话之家。内部以海底世界为设计理念，楼顶造型奇
特，值得围观。巴特罗之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间
故事---圣乔治屠龙救公主。公寓里的每一个设计都有特别的意义：楼
顶十字架状的烟囱代表英雄，如同鳞片般拱起的屋顶代表巨龙的背
脊，而阳台则是以面具的形式出现，整个房子的构架也参照了人骨的
造型。镶嵌彩色陶瓷和玻璃的外墙在阳光照耀闪着华丽的光芒。若是
晚上来观赏又是另一番景致。房间的内部被打造成海洋的世界。连高
迪自己都激动地称它为“看起来像是一座天堂的房子”。

地址：Passeig de Gràcia，43
到达方式：地铁L3(绿线)至Passeig de Gràcia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9:00-21:00(最晚20:20入场)，limited 
shedule的日子14:00闭馆，具体日期需查看官网。
门票：20.35欧元(成人)，16.30欧元(学生/老人)，7岁以下免费(可
以网上购票避免排队)。
www.casabatllo.es

★ 米拉之家 Casa Milà (La Pedrera) 见地图标识 

米拉之家是高迪设计的最后一个私人住宅，常被称为 La Pedrera(加
泰罗尼亚语，意为“采石场”)。三面波浪型的墙面，扭曲回绕的铁
条和铁板构成的阳台栏杆、宽大的窗户非常吸人眼球，1986 年，米
拉之家被Caixa de Catalunya银行买下，耗巨资整修。现在的一楼
是银行的基金会举办展览的场地。米拉之家的六层、顶楼和屋顶阳台
对外开放，楼顶的烟囱十分特别，在阳台上还可以俯瞰部分市区街
道，遥望圣家堂。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几份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一份放在自己邮箱里，防止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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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 兰布拉大道及周边
★ 兰布拉大道 La Rambla 见地图标识 
这里可以说是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大街了，也被称为流浪者大街。色
彩缤纷的兰布拉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游客。白天，这里
是街头艺术和美食的天堂(著名的La Boqueria波盖利亚市场就坐落
街边)，午夜钟声敲响之后，这里便成为了巴塞罗那夜生活的游乐场
(特别是西边的Raval区，各色主题小酒馆林立)。

兰布拉大道还连接着加泰罗尼亚广场和地中海海湾，在地中海的无
敌阳光下，沿着兰布拉大道漫步到海滩，一定会让你切身体会到巴
塞罗那的多彩与欢乐！若是你受不住这街上拥挤的人潮，也可以左
右随意选条顺眼的小巷子，探索下东边历史悠久的哥特区或西边深
受嬉皮人士们(通常他们还牵着自家狗狗)垂青的Raval区。不过切记
要看好钱包和贵重物品。

到达方式：地铁L1(红线)、FGC线Plaça Catalunya站下车或者 

L3(绿线)Plaça Catalunya或Drassanes站下车。

开放时间：10:00-21:00(街面店铺营业时间)。

★ 波盖利亚市场 La Boqueria 见地图标识 
这个闻名世界的菜市场就坐落在兰布拉大道边。新鲜的食材，多彩
的果汁，丰富的香料，还有各式小餐馆构成了这个热闹非凡的欢乐
地，不论视觉还是味觉上都是无比的享受。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L1(红线)或FGC线至Plaça    Catalunya
站下车；L3(绿线)至Plaça Catalunya站或Drassanes站下车。

开放时间：10:00-21:00(街面店铺营业时间)。

★ 毕加索博物馆 Museu Picasso 见地图标识 
它坐落在El Gotic旧城区里，由5座优美的宅邸组成。这里曾是毕加索
的寓所，在此可以一睹毕加索少年时期的作品。由于他成名在法国，
最好、最成熟的作品大多流散在国外，在他成名后西班牙才全力收集
其少年时期的习作、画作。

地址：Carrer del Montcada，15-23 
到达方式：地铁L1(红线)至Arc de Triomf站或者选择搭乘L3(绿线)
至Liceu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20:00
门票：11欧元；25岁以下或65岁以上6欧元 ；周日15:00之后免费
(每月第一个周日全天免费) ；特殊展览，2欧元。
www.museupicasso.bcn.es

          地址：Passeig de Gràcia，92
          到达方式：地铁L3(绿线)至Diagonal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冬季：9:00-18:30；夏季：9:00-20:00
门票：16.50欧元(成人)，14.85欧元(学生/老人)

★ 加泰罗尼亚音乐厅 Palau de la Musica Catalana 

见地图标识 
由建筑师多米尼格于1908年建造完成，是目前世界上最精致典雅的
音乐厅之一，有梦幻般的“道钉屋”之称。其瑰丽的色彩，充满象
征意义的装饰，使得这座音乐厅具有神奇而温馨的特色。至今仍在
使用中，每天都有音乐会。     

地址：Carrer de Palau de la Música，4-6
到达方式：地铁L1(红线)至Urquinaona站下车。
门票：参观免费，演出票价请参阅网站上的信息。
www.palaumusica.org

景点 - 巴塞罗那海滩
巴塞罗那总共有7个海滩，San Sebastián，Barceloneta，Nova 
Icària，Bogatell，Mar Bella，Nova Mar Bella，Llevant。他们
各司其职地沿着东边的地中海海岸线一字排开。

其中Barceloneta开满了各色酒吧，是这里海滩趴的重要地带，Nova 
Icària是沙滩排球的理想地，而Mar Bella则是这里的裸晒天堂。

到达方式：地铁L4(黄线)至Barceloneta或Ciutadel la/Vi la 
Olímpica

景点 - 蒙锥克山周边
蒙锥克山(Montjuïc)是巴塞罗那市中心西南部的一座小山，坐落在

Plaça Espanya旁，山势平缓，但是东侧临海处则几乎是峭壁。山顶

高173米。除却曾经罗马帝国留下的痕迹，山顶的至高点山顶的至高

点蒙锥克城堡(Castell de Montjuïc)，是眺望海港和市区或围观日落

的好去处。到达方式：地铁L3(绿线)至Plaça Espanya站下车。

★ Tips：蒙锥克山的演出
夏日的蒙锥克山是巴塞罗那露天电影和室外演唱会的福地，更多信
息可参考网址：www.lapedreraeducacio.org 上的信息。

★ 奥林匹克场馆旧址 Estadí Olimpic Lluís Companys 见地图

标识 
该体育场落成于1929年，曾被选为199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举办地，拥有6.5万个座位的体育场举行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举办
了体育赛事。2008年以前，是皇家西班牙人俱乐部主场。

到达方式：地铁L3(绿线)至Plaça Espanya站下车；或搭乘50, 55, 

61或193 路巴士，巴塞罗那观光 巴士至Anella Olímpica站下车。
开放时间：夏季每日10:00-20:00；冬季每日10:00-18:00。
www.agendabcn.com

★ 米罗基金会/博物馆 Fundació Joan Miró 见地图标识 
胡安·米罗(Joan Miró)，是西班牙画家、雕塑家、陶艺家、版画
家，也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博物馆内集中了米罗早期至
晚期的作品。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153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153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6181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6181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147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1476
http://www.museupicasso.bcn.es
http://www.museupicasso.bcn.es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149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1498
http://www.palaumusica.org
http://www.palaumusica.org
http://www.lapedreraeducacio.org
http://www.lapedreraeducacio.org
http://www.bsmsa.cat/index.php?id=23&L=0
http://www.bsmsa.cat/index.php?id=23&L=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1507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1507


P 6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到达方式：同蒙锥克山。
          开放时间：10月至6月：周二至周六，10:00-19:00；7月至9
月：周二、三、五、六日10:00-20:00；星期四10:00-21:30；周日
及节假日10:00-14:30。
门票：10欧元。
www.fundaciomiro-bcn.org

★ 蒙锥克城堡 Castell de Montjuïc 见地图标识 

典型巴萨园林建筑，可登顶俯瞰巴塞罗那。历史上，这里曾充当过
监狱，用来关押政治犯人，处决犯人。

到达方式：同蒙锥克山。
开放时间：
4月1日-9月30日：周一至周日，每日9:00-21:00
10月1日-3月31日：周一至周日，每日9:00-19:00
门票： 免费。
www.bcn.cat/castelldemontjuic/en/welcome

★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 Museu Nacional d'Art de Catalunya，

MNAC 见地图标识 
简称MNAC，1920年代时为世博会所建，内部收藏了世界上最精美
的宗教壁画和罗马式艺术，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地区的历史和城市规
划。

地址：Plaça Pau de Vila，3

到达方式：同蒙锥克山。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10:00 - 19:00；周三10:00 -20:00；周日
及公共假期10:00 - 14:30。
门票：4欧元(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免费)。
www.mnac.cat

★ 魔幻喷泉 Font Magica 见地图标识 
选好时机，参观完MNAC出来，就能欣赏到一场喷泉与灯光音乐完
美结合的魔幻喷泉show。

表演时间： 
4月30日至9月30日：
周四至周日：21:00、21:30、22:00、22:30、23:00；
10月1日至4月30日：
周五、周六：19:00、19:30、20:00、20:30；
圣诞节及复活节假期：
周四至周日：19:00、19:30、20:00、20:30。

景点 - 特色街区
其实巴塞罗那是个特别适合漫步的城市，在此向大家推荐几个风格
迥异且各具特色的区域。若时间充裕，不如尝试下抛开那些声名远
播的的旅游景点，假装一次西班牙人民，随心所欲的漫步在风情各
异的巴塞罗那接到街道上。去菜场买点水果，在小酒吧稍作小憩，
说不定这样你能更切身地体会巴塞罗那的地中海风情。

★ 哥特区 El Gothic 见地图标识 
这里是巴塞罗那的旧城区，许多建筑建于中世纪，有一些可以追溯
到古罗马时代。老城区的大教堂和皇家宫殿至今依然在使用，保存
完好。其中圣玛利亚教堂(Santa Maria del Mar)以及在蒙加达街上
修复一新的几座宫殿和豪宅，都是老城区可圈可点的亮点。同时老
城区还有罗马城墙的遗址。老城区不大，非常适合步行游览。

到达方式：地铁L1(红线)、或FGC线至Plaça Catalunya站。

下车；地铁L3(绿线)至Plaça Catalunya或Liceu站下车，车站以东

即是；地铁L4(黄线)至Barcelonta站下车。

★ 格拉西亚 Gracia 
这里被评为巴塞罗那最适合居住的区域，在作者看来这里也是最生
机勃勃的区域。远离的市中心的喧闹，这里大多都是常住在此的当
地居民。充满了各种和谐可爱的小广场，小清新的独立小店以及众
多各有特色的小餐馆。到了夏日的夜晚，年轻人们都跑出来三五成
群的坐在广场的地上喝酒聊天，谈谈吉他唱唱歌。下文中三日游第
一天的后半段行程，说的就是这里！

地址：Avinguda Diagonal以北，Via Agusta以东。
地标建筑：三条主干道路Carrer d'Astúries，Carrer de Verdi，
Carrer del Torrent de l'Olla
到达方式：地铁L3(绿线)Fontana站，至Diagonal站。

★ L'Eixample  
大家有见过巴塞罗那的鸟瞰图么，那些队列整齐，正正方方的街道
就是以L'Eixample为中心的。这里也是现代派建筑的天下，沿着
Passeig de Gracia一路南下，道路两边是各种精致豪宅。除却已经
提及的高迪名作外，还有Casa de les Punxes，Palau Baró de 
Quadras，Casa Amatller，Fundació Antoni Tàpies等等。这些
知名建筑先进大多是展览厅或奢侈品商店，使L'Eixample名副其实
地成为巴塞罗那最奢华的区域。

地址：Passeig de Gracia两侧。
地标建筑：圣家堂，巴特罗之家，米拉之家 
到达方式：地铁L3(绿线)Diagonal站，至Passeig de Gracia站。

★ El Raval   
El Raval 可以说是巴塞罗那最具争议的区域了，有人喜欢这里肆意
弥漫着的嬉皮风，喜欢这里的活力与真实，喜欢这里入夜之后人声
鼎沸的小酒馆，喜欢这里看不尽的独立书店、画廊、展厅及设计品
贩售店；也有人厌恶这里曾是红灯区的历史，厌恶这里偷盗抢劫的
种种不安全。如果你喜爱并能hold住这里的波西米亚风，那作者还
是很推荐El Raval的。

方位：兰布拉大道以西。
地标建筑：现代艺术博物馆MACBA，Carrer dels Banys Nous

到达方式：地铁L1(红线)至Plaça Catalunya站；地铁L3(绿线)至

Liceu站。

作者推荐

http://www.fundaciomiro-bcn.org
http://www.fundaciomiro-bcn.org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5656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5656
http://www.bcn.cat/castelldemontjuic/en/welcome.html
http://www.bcn.cat/castelldemontjuic/en/welcome.html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461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461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4612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4612
http://www.mnac.cat
http://www.mnac.cat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9123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9123


P 7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路线 
★ 一日游推荐行程
圣家堂-巴特罗之家-加泰罗尼亚广场-兰布拉大道-罗马旧城区-海滩
一日游的起点可以设在圣家堂，九点前抵达就可以避开旅行团的人
群，在教堂里好好感受光影交错。接着坐地铁L2号线至Passeig de 
Gràcia站，出站沿着大路往西北一个路口即是巴特罗之家。之后沿
着Passeig de Gràcia(巴塞罗那最主要的购物大街)往南步行10-15

分钟到达，Plaça Catalunya，这里就是巴塞罗那的市中心了。广场

的南边就是兰布拉大道的入口。有点小累了吧，继续往南沿着兰布
拉大道就能看到La Boqueria市场啦，在这里好好享用丰盛的午餐
吧！果汁海鲜tapas任选！吃饱喝足，继续往西就是El Gothic哥特
区，信步游走旧城区。快日落时分，赶到海滩好好享受地中海日
落。接下来等待你的就是海鲜大餐以及巴塞罗那无敌的夜生活啦！

★ 三日游推荐行程
第一天：圣家堂-巴特洛之家-米拉之家-高迪公园-格拉西亚区
这是瞻仰高迪的一整天：一大早避开人群坐地铁前往圣家堂，接着
搭乘地铁L2到Passeig de Gràcia，出站后沿着大路往西北一个路
口即是巴特洛公寓，可以欣赏高迪打造的海底世界，之后沿着
Passeig de Gràcia向西北步行4个街口便是米拉之家，最后在
Diagonal地铁站坐L3至Lesseps下车，往北步行10-15分钟到达古
埃尔公园。古埃尔公园坐落在巴塞罗那北边的小山上，日落时分，
一路拾级而上，登顶俯瞰整个巴塞罗那城市景色。

观完日落，沿着Carrer del Vendi一路下行即可到达巴塞罗那最有
生气的Gràcia区，Vendi步行街上遍布各国美食，也不乏各式创意
小店。找一家小酒吧，点上2-3份tapas，配着美酒，犒劳下漫步了

一整天的双腿。或者在夏日的9点之后，挑个小广场(Plaça de Sol
或Plaça de la Vila de Gràcia)，跟着这里的年轻人们一起三五成

群，席地而坐，喝喝小酒侃侃大山，运气好说不定还有即兴表演可
以看哦。

第二天：加泰罗尼亚广场-兰布拉大道-罗马旧城区-毕加索博物馆-巴
塞罗那海滩

这一天从 Plaça Catalunya开始(地铁L1/L3线至Plaça Catalunya
站下车)，大清早可避开众多游人沿着兰布拉大道一路向南，逛街、
拍照，围观街头艺人，不一会儿便能走到波盖利亚市场(Mercat de 
la Boqueria)，这里是传说中欧洲最大的菜市场。除了日常生鲜水
果还有各式小吃果汁，这里各式食物五彩缤纷值得一逛。出市场继
续往前到Gran Teatre del Liceu(巴塞罗那最主要的歌剧院)，右转
有古埃尔宫(高迪早期作品)，然后转回兰布拉大道过街即是罗马旧城
区哥特区(El Gothic)，挑一条垂直于兰布拉大道的小街就会带你走

进旧城的中心Plaça de Sant Jaume，看完旧城可以再往前到毕加

索博物馆。有点累了？坚持一下，继续往东，15分钟左右就是巴塞
罗那海滩区－看美女帅哥晒太阳！别忘了海滨沙滩也是巴塞罗那夜
生活的重点地带哦！

第三天：诺坎普球场-西班牙广场-米罗博物馆-加泰罗尼亚艺术博物
馆-魔幻喷泉
这一天主要覆盖的区域位于巴塞罗那的西边。热爱足球的同学可以
乘坐地铁L3或L5前往诺坎普球场朝拜，之后再乘坐地铁L1或L3来

到Plaça Espanya，这里曾经是加泰罗尼亚的皇宫所在。若是热爱

艺术，可以先前往Caixa Forum，这里总是有几场高质量却免费的
艺术展。在它的对面，是Pavello Mies van der Rohe，展现了
1920年代的艺术家们对未来的构想。山上的皇宫现已变身加泰罗尼
亚艺术博物馆，陈列着丰富的古罗马时期展品。继续乘坐电梯上
山，你会看见1992年奥林匹克留下的部分场馆。再继续往东，就是
著名米罗博物馆(Fundacio Joan Miro)。又到了日落时分，在山顶
俯瞰整个巴塞罗那市区和地中海港口，如果加上一杯西班牙特产
cava就更美好了。夜色渐深，起身往回前往地铁站，皇宫的正门口
就是著名的Font Magica。选个好时机，你就能欣赏音乐、灯光与
喷泉的完美结合。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Información turística 见地图标识 
巴塞罗那游客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可用英文沟通，在那里可以领取
地图、购买城市卡、联系导游、代订酒店等等。

开放时间：9:00-21:00(12月25日、1月1日休息)。
电话客服中心：+34-932-853-834
电话客服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六8:00-20:00；周日及节假日 
8:00-14:00
www.barcelonaturisme.com

在城市的以下几个位置也设有游客服务中心：

加泰罗尼亚广场信息处：Plaça de Catalunya ,17-S
兰布拉大街115站台：Rambla dels Estudis, 115
哥伦布纪念雕像旁：Pl. Portal de la Pau s/n

圣哈乌美广场信息处：Plaça Sant Jaume：Ciutat 2 

巴塞罗那火车站信息处：Estació de Sants
巴塞罗那机场信息处：Airport Terminals 1 & 2
巴塞罗那港口信息处：Terminals de creuers(仅提供地图和旅游咨
询，无贩售服务)

★ 地图

巴塞罗那游客中心：著名景点旁边，免费英语地图，巴塞罗那城市
卡购买、英语资讯问询皆有。
机场：拿完托运行李后的出口(就是有很多人举牌接机的地方)，左转
即是。
各青年旅舍：通常青旅都会自制特色地图。有时会附注推荐的吃喝
玩乐，很好用。
高级酒店：五星级酒店通常有免费地图供住客随取，越高级的酒店
地图越好。

★ 电话
可以选择购买西班牙当地预付SIM卡(prepago)，推荐的运营商为：
Orange 
推荐SIM卡1：Dolphin(适合需要上网的穷游er)
每周话费4.13欧，内涵7天无限上网，50条免费短信，拨打西班牙
电话，每通电话接通费0.15欧+每分钟0.09欧，接听免费。

http://www.barcelonaturisme.com
http://www.barcelonaturisme.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3574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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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历
★ 旅行季节
最佳季节为6-9月，天气最温暖，海滩最舒爽。之后的游客量也最
多，之后海水转凉就不适合下水了。

★ 节日
巴塞罗那全民休假日包括元旦、复活节、圣诞节、三王节；巴塞罗
那人民的休假去处，详见最后“巴塞罗那周边”章节。

1月6日 三王节 Reis/Reyes
根据圣经新约，每年1月6日是传说中东方三王向圣婴献礼的日子，
西班牙人认为给他们带来礼物的不是圣诞老人，而是骑着骆驼而来
的三位国王，于是三王节也就相当于西班牙的圣诞节。这一天父母
会赠送礼物给未成年子女，加泰罗尼亚广场附近也会安排十分盛大
的游行。
 
4月23日 圣乔治节 Dia de Sant Jordi
这一天是加泰罗尼亚的情人节。西班牙男孩会在这天赠花给心仪的
女孩，而姑娘们则会以书本回赠。在这个浪漫的日子，大街上到处
是书摊和花市。

5月30日-6月3日 Primavera Sound 音乐节
这是个大牌云集的前沿音乐节是巴塞罗那最流行的音乐节，受邀乐
队覆盖了流行、摇滚、舞曲等各种乐派，Pixies, Aphex Twin，
Neil Young，Sonic Youth，Pulp, Portishead，Pet Shop Boys
等都曾是演出嘉宾。
www.primaverasound.com

6月11-6月18日 Sonar 国际电子音乐节
这场号称是欧洲最为盛大的电音盛宴将在2012年6月中旬在巴塞罗
那掀起一场电音风潮，高密度聚集全球一流DJ，市内无论酒吧、夜
店、俱乐部都会加入这场为期七夜的全城大派对。
www.sonar.es/es/2012

6月22日-7月1日 同性恋大游行
通常六月的最后一周是巴塞罗那同性恋狂欢季。整整一周巴塞罗那
都会上演各种包括演唱会、文化交流、运动比赛等文娱活动。2012
年的同性恋大游行将在6月29日-7月1日达到高潮：30个慈善机
构，部分公司以及整个巴塞罗那的同性恋群体将会走上街头，以游
行的方式来为加泰罗尼亚喝彩。
www.pridebarcelona.org

           推荐SIM卡2：Tarjeta mundo(适合需要打电话回国的穷游  
     er)购买价格：9欧元(内含9欧元), 使用该卡拨打西班牙境内为
0.07欧元/分钟,接通费0.25欧元/次; 接听免费。拨打国内固话为0.01
欧元/分钟,拨打手机为0.02欧元/ 分钟,有效期为12个月。 

购买地点：Orange专营店，或手机/电话卡贩售商：The Phone 
House

★ 网络 见地图标识 
巴塞罗那公共无线网络站点标识为：Barcelona 
WiFi spots。共有346个免费无线网络供应点遍布
在巴塞罗那各个地铁站、景点等公共区域，尤其是

以Plaça Catalunya为中心的闹市区。连接方法：

找到有蓝色W标志站点，搜索网络Barcelona 
WiFi，无需密码可以直接连接。
www.bcn.cat/barcelonawifi/en

Easy Everything 
市中心分店地址：La Rambla 31  
开放时间：8:00-14:30
收费标准：30分钟1欧元，也可按包天、周、月计费。
另外，街上巴基斯坦人开的网吧也不少，请留心。
    
Bornet Internet Cafe
地址：Barra de Ferro，3(毕加索博物馆对面)

ACOMA
地址：Boqueria，21.
到达方式：地铁L3线至Liceu站下车。
开放时间：9:00-21:00
价格：1.5欧元/30分钟，也提供包天、周、月。

★ 货币帮助 
兑换：
来西班牙旅行之前，要换好足够的欧元，因为来西班牙兑换欧元可能
不如国内那么划算，如果身在巴塞罗那，可选择在La Caixa和Caixa 
Catalunya两家银行换汇。不建议在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购汇。

银联取现：
银联卡已可在西班牙、Euro6000网络下属全部银行和花旗银行的
ATM上直接提取欧元现金，按照当天中国银行的挂牌汇率从卡内扣
除相应人民币。巴塞罗那储蓄银行(La Caixa)，在西班牙全境拥有
超过8千台ATM，是西班牙拥有ATM终端最多的银行。每台ATM屏
幕上都显示银联标识，还可以选择中文菜单。

信用卡：
Visa，Master普遍通用，银联不太常见。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邮票价格0.75欧元(邮寄明信片的金额)，另外
烟草店(tabacos)通常也会出售邮票。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20:30，周六
9:30-13:00(少数分局会延长工作时间)。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市中心的邮局：
阿拉贡大街分局：
地址：Carrer de Aragó，282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20:30；周六，9:30-13:00
本苏塞斯大街分局：
地址：Carrer de Bonsuccés，S/N；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20:30；周六，9:30-13:00
巴塞罗那大学城分局：
地址：Ronda de la Universitat，23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20:30；周六，9:30-13:00

http://www.pridebarcelona.org
http://www.primaverasound.com/
http://www.primaverasound.com/
http://www.sonar.es/es/2012/
http://www.sonar.es/es/2012/
http://www.sonar.es/es/2012/
http://www.sonar.es/es/2012/
http://www.pridebarcelona.org
http://www.pridebarcelona.org
http://www.bcn.cat/barcelonawifi/en
http://www.bcn.cat/barcelonawifi/en


P 9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6月24日 圣胡安节 Sant Joan
         每年迎接夏天到来的节日,圣胡安节的前一夜被称为“烟火之
夜”(La Nit del Foc)。届时人们会在海滨燃放烟花，并有盛大的
篝火晚会。

8月中旬 格拉西亚狂欢节 Fiesta Mayor de Gràcia
格拉西亚(Gràcia)是巴塞罗那最大，也是最有爱的住宅区，该区每
年有为期一周的狂欢节。届时不仅会有各种派对、嘉年华盛装游行
和搭人塔活动，19个街道还会选择不同主题，重新装扮整个街区，
争夺最美街道的称号。
www.festamajordegracia.cat

9月11日 加泰罗尼亚民族日 Diada de l'Onze de Setembre 
这个节日也被称为加泰罗尼亚国庆节，是为了纪念1714年西班牙国
王菲利普五世率军包围巴塞罗纳。这是最后一战，之后加泰罗尼亚
人民失去了自由。由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民至今人希望该大区独
立，每年9月11日，家家户户都会把家中的加泰罗尼亚区旗(红黄相
间的条纹)挂在自家阳台上以表示政治立场。

9月24日左右的周末 狂欢节 La Mercé
每年9月24日左右的周末，是巴塞罗那最大的狂欢节，将会持续3-5
天。届时有疯狂搭人塔(Castellers)活动，3D灯光建筑秀(Casa 
Mág i c a )，遍布整城的室外演出，中心区的巨型玩偶游行
(Gigantes)，海滩烟花，博物馆免费开放，以及最后一日晚上烟花
火龙游行(Spitting Dragons)。

城际交通
★机场
巴塞罗那一共有3个机场，但是除了El Prat机场在巴塞罗那市区，
另外两个Reus和Girona机场都位于巴塞罗那附近的小城市旁，主要
停靠各家廉价航空，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巴塞罗那机场。

✈ El Prat机场(Aeroport del Prat, BCN)
又称巴塞罗那机场，有两个航站楼：T1主要停靠欧洲境内航班，T2
主要停靠洲际航线，之间有免费接驳巴士。车程15分钟。

公交巴士 
L46号线：运营时间：05:00-00:15；票价：2欧元/次。
L17号线：运营时间：21:50-04:40；票价：2欧元/次。
平均20分钟一班，班次信息可参考官方网站：
www.emt.cat

火车Renfe 
Renfe火车车站设在T2航站楼外，可按照指示牌前往Renfe车站，
在T1航站楼下机的乘客可在T1航站楼前可搭乘免费巴士前往T2搭
乘Renfe火车。El prat机场来往市区的Renfe线路为R2线，平均30
分钟一班，车程约为45分钟。

Renfe火车市内站点：Plaça Catalunya，Barcelona Sants，
Passeig de Gracia以及Clot。
票价：2欧元。

机场大巴 Aerobus A1&A2 
Aerobus机场大巴，连接机场和巴塞罗那市区的重要交通工具，平
均每十分钟一班车。车程约需35分钟。

主要停靠站：Plaça Espanya、Sepúlveda Urgell、Plaça 
Universidad、Plaça Catalunya(停靠站附近会有L1/L2/L3号线

地铁)。
票价：单程5.30欧元，往返9.15欧元(单程票请在购买后1小时内使
用，过时作废；往返票的有效期为9天，并请保存去程车票)。

出租车 
从T1、T2航站楼打车是非常方便的，到市区车程大约为30分钟，
车费大约为20欧元左右。具体计费请参考市内交通板块。

★ Tips：交通卡使用范围
除了Aerobus，其他普通公共交通都可以使用巴塞罗那的公共交通
卡计次。推荐在Renfe的机场站入口购买公交T10(10次票)，即刻
使用。

✈ Girona机场(GRO)
这座机场位于巴塞罗那北部的小镇Girona，主要停靠廉价航空航班
(如：瑞安Ryanair)。

机场交通：
从巴塞罗那出发前往该机场，可从巴塞罗那汽车北站Barcelona 
Nord乘坐Sagales公司的巴士，车程约为95分钟。
票价：单程12.5欧元；往返25欧元。
巴士班次可查询：www.sagales.com

✈ Reus机场(RUE)

这座机场位于Tarragona附近，主要停靠瑞安航空航班。
机场交通：巴士公司Hispano Igualadina会根据瑞安航空的航班安
排往返巴塞罗那火车站Sants的巴士,车程约为2个小时。可在机场出
口处Hispano Igualadina公司的办公室及巴塞罗那火车站的售票处
购买巴士车票。
票价：单程12.5欧元；往返22欧元。

★ Tips：时间和金钱的权衡
Girona机场或Reus机场经常出现价格十分优惠的机票，但是请各位
穷游儿在购票时不要忘记考虑往返机场所花费的时间和路费。

★ 火车 
Renfe是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巴塞罗那的Sants火车总站 见地图

标识 运营到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大城市的火车。最豪华的高速火车
是AVE火车。

到达方式：地铁L3(绿线)至Barcelona Sants站下车。
www.renfe.es

★ 长途汽车 见地图标识 
巴塞罗那北站 Barcelona Nord
巴塞罗那有前往西班牙各大城市的长途汽车。北站二楼有各类长途
汽车公司的窗口提供售票服务。你也可以选择从网站上查询信息并
购买，通常网上购票需要多交1至3欧元的手续费，而购买往返票则
有可能可以享受部分折扣。 

http://www.festamajordegracia.cat/
http://www.festamajordegracia.cat/
http://www.emt.cat
http://www.emt.cat
http://www.sagales.com
http://www.sagales.com
http://www.renfe.es
http://www.renfe.es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358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33580


P 10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最近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到达方式：地铁L1(红线)至Arc de Triomf站下车，出站后
       左转直走即可；或搭乘54路TMB；搭乘Renfe郊区火车1, 3 或
者4号线至Cercanías站下车。
www.barcelonanord.com

★ Tips：长途汽车乘坐注意事项
在车站购票前往目的地时，您可询问和安排回程时间表和上车地
点，也可购买双程车票。同一路线可能有几家公司共同经营，上车
前请确认车票上的公司商号名称和巴士相符。

★ 港口
巴塞罗那港是西班牙、也是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客运码头可以
容纳9艘邮轮同时停靠，是很多豪华邮轮欧洲线路的重要一站。巴塞
罗那距巴利阿里群岛的首府帕尔马132海里，有好几家航运公司经
营巴塞罗那与巴利阿里各主要城市之间的航线，每天都有航班，定
价基本统一。普通座席最好提前预订，临时购买很可能只能买到高
等级仓位，票价是普通座席的2-4倍。
售票地址：Portal de la Pau，6(08039)，Barcelona  
www.portdebarcelona.cat

邮轮航线：
ACCIONA-Trasmediterránea线(巴利阿里群岛间往返)：
电话：902-454-645 
www.trasmediterranea.es

Balearia线(巴利阿里群岛间往返)：
电话：902-160-180
www.balearia.com

Genoa and Tangier线(热那亚和丹吉尔往返)：
电话：902-454-645
www.gnv.it

Grimaldi Group Grandi Navi Veloci线(格里马尔迪集团格兰迪 
Veloci):
电话：902-454-645
www.gnv.it

Rome, Livorno and Sardinia (Porto Torres)线(罗马，      
利沃诺和撒丁岛（波尔图托雷斯港往返)：
格里马尔迪轮渡电话：902-454-645 ； 902-531-333 
www.grimaldi-ferries.com

Algiers线(去往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轮渡：www.algerieferries.com

市内交通
巴塞罗那公共交通非常方便，地铁四通八达，公共汽车很少有拥挤
现象，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乘车。巴塞罗那及其周围地
区为观看体育比赛提供很多方便，从市区出发乘车几小时即可到达
目的地。

巴塞罗那市内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
Bus巴士、Metro地铁(L1-L5、L11)、FGC私营地铁(L6-L8)、
Tram有轨电车(T1-T4)、Renfe郊区火车(R1-R4)。平时需要去的景
点都在市内，在这个区域内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单次票价2欧元。

★ Autobus 巴士
巴士营业时间：一般为07:00-23:00
许多线路在白天的班次结束后, 会有精简版的夜班巴士(之前有N字
样)，基本是同一条线路。

★ 地铁和城铁 见地图标识 

巴塞罗那地铁在城市中心区为地下铁路，到郊区则是地上线路。包
括现在在建的2条线路(9号线、10号线)在内，巴塞罗那地铁共有11
条线路，209座车站，线路全长157.51公里。现有线路则总长
102.6千米。巴塞罗那地铁由两个公司运营，其中TMB运营1号线至
5号线及11号线，FGC运营6号线至8号线。

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地下入口出竖着红色标有M字样的菱形灯箱，那
就是地铁入口。巴塞罗那每条地铁线分别由不同颜色标识，仅看颜色
也能辨清。巴塞罗那的地铁系统非常便利，基本著名景点都可搭乘地
铁到达。在旅游信息处免费索取的官方巴塞罗那地图上，也会有地铁
地图的信息。您也可以直接向地铁工作人员索取地铁换乘地图。

运营时间：
TMB：周一至周四，周日及公众假期：5:00到午
夜；周五，周六：5:00-2:00；公众假期，1月1日，
6月24日，8月15日和9月24日的晚上：24小时服
务。12月24日：运营至23:00。

FGC：FGC连接了巴塞罗那市区和附近的小镇，如果
是游览景点的话，一般不需要乘坐FGC。周一至周
四，周日及公众假期： 5:00到午夜； 周五，周六： 
5:00-2:00； 公众假期1月1日，6月24日，8月15日
和9月24日的晚上：24小时服务(根据不同线路会有不同首末班车时
间，班次较少，可在FGC入口处自取时间表)。
www.tmb.cat
www.fgc.cat

★ Tram有轨电车(T1-T4)
位于市里，运行规则和地铁一样，只是Tram是在路面
上运行的。

★ Renfe火车（R1-R4)(包括市内火车和城际火车）
市内的R e n f e 为短途区域列车C omm u t e r 
trains(Cercanías)，连接了巴塞罗那几个重要交通点和
火车站、机场。Renfe就算是同一条线路，也会有不同
的班次，经停的站台也不一样。乘坐时请注意显示屏里
显示的经停点，或参考站台旁的时间表。

http://www.barcelonanord.com
http://www.barcelonanord.com
http://www.portdebarcelona.cat/
http://www.portdebarcelona.cat/
http://www.trasmediterranea.es/
http://www.trasmediterranea.es/
http://www.balearia.com/
http://www.balearia.com/
http://www.gnv.it/
http://www.gnv.it/
http://www.gnv.it/
http://www.gnv.it/
http://www.grimaldi-ferries.com/
http://www.grimaldi-ferries.com/
http://www.algerieferries.com/
http://www.algerieferries.com/
http://www.tmb.cat/
http://www.tmb.cat/
http://www.fgc.cat/
http://www.fgc.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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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票价
         上述巴塞罗那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都是通用同一种车票，票价也
相同。巴塞罗那共分6区，以加泰罗尼亚广场为中心呈环状分布，主要
景点都在1区内，2区开始就不能算是巴塞罗那市区了。

1区内单次票价: 2欧元。
一日通票 T-Dia: 6.2欧元(仅限1人使用)。
十次票 T-10: 9.45欧元(无人数时间限制)。

购票 
车票购买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每个地铁进站口都会有几台自动售票
机，支持英语。只是若购买金额过小时不能接受大额纸币(50欧以
上)。较大的车站也提供人工售票，不过这就未必支持英语了。

公交换乘优惠规则
如使用上述卡乘坐巴塞罗那公共交通，自首次乘坐(进站时机器会在
卡上打上乘坐信息)，90分钟之内免费换乘(换乘指：必须前后两次
交通工具不同，比如FGC换地铁、地铁换公交车等)。

★ 出租车
巴塞罗那出租车是黑黄色的车身，数量很多，街上随处可见。一般
空计程车会显示"Lliure"或"Libre"，晚上则会在车顶亮起绿灯。深
夜、周末节假日、前往机场以及携带行李都要加价。预定电话： 
+34-932-235-151(提供西语、英语双语服务)。 

资费价格 
工作日：起步费2欧元，每公里0.9欧元，等候：19.49欧元/小时。
节假日全天/平日20:00-8:00：
起步费：2欧元，每公里1.15欧元，等候：19.49欧元/小时。
进机场：3.1欧元，进轮渡港：2.1欧元。  
行李费：1欧元/件(大于55*35*35cm)。
进火车站：2.1欧元。
进巴塞罗那展览馆(Fira Barcelona L'Hospitalet)：2.1欧元。
行李费：1欧元/件(大于55*35*35cm)。
www.tmb.cat/en/bitllets-i-tarifes
www.taxibarcelonabcn.com/chinese

★ 巴塞罗那观光巴士 Barcelona Bus Turístic
观光巴士也算是不错的交通工具了，可以无限次的
在三条游览线任意上下车。三条行车路径行经巴塞
罗那大部分的市内景点，而且线路之间有六个交汇
点，非常方便换车。提供中文讲解器。最高频率的
时候每5分钟就有一班。还可以获得一本打折集。

票价：1天通票21.6欧元；2天通票27.6欧元。
营业时间：夏季9:00-20:00；冬季9:00-19:00
www.barcelonabusturistic.cat/web/guest

★ 租车游览 见地图标识 
自行车
对于中国人来说自行车不算什么新奇的交通工具，在地中海之滨的巴
塞罗那，这里也有很完善的自行车道。阳光明媚的日子，租个自行车
来段海滨骑行，没有什么比这更舒适自在的了。

推荐车行：Barcelona Rent a Bike
地址：Carrer de Tallers，45，从加泰罗尼亚广场出发步行5分钟。
营业时间：9:30-20:00；全年开放(12月25日及1月1日除外)。
价格：(前者为普通自行车，后者为折叠自行车)      
2小时：6欧元/8欧元；
4小时：10欧元/12欧元；
5-11小时：12欧元/14欧元；
24小时：15欧元/17欧元；
2天：25欧元/28欧元。
www.barcelonabybike.com

Go Car 
这是一种长相拉风，配有GPS导航的小黄车。它不仅满足了你随玩
随停的欲望，而且绝对是文艺青年们的不二之选。租车要求：租车
时需出示驾照，租车人必须年满21岁，最多2人同时乘坐一辆车。

租车地址：Freixures 23bis，一楼，Santa Caterina市场对面。
到达方式：地铁L1线至Urquinaona站下车，或搭乘地铁L4号线至
Jaume 1站下车。
营业时间：4月至10月 9:00-21:00；11月至3月 10:00-19:00 
付款方式：租车时需使用信用卡刷卡作为保障，还车时可以返还信
用卡金额，再使用现金付款。
收费标准：第一个小时35欧元，第二个小时25欧元，接下来20欧
元/小时，99欧元/天。
www.gocartours.com

小摩托Scooter
小摩托Scooter，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环保电瓶车，易于驾驶，轻
便好用。

推荐车行：Cooltra Scooter Rentals
地址：Pg. Joan de Borbó，80-84
营业时间：6月1日至9月15日，9:00-20 :30；其他日期：
10:00-20:00
价格：根据季节25-35欧元/天不等(含城市地图、行车路线、保险、
头盔和车锁)。
借车要求：50cc的小摩托租车人必须年满18岁，125cc的车租车
人必须年满21岁。
www.cooltra.com/en

租车
中国的驾照通过公证可以在西班牙使用，大多数租车公司都在机
场、火车站设有服务点。下面推荐两家比较大的租车行：
Avis：www.avis.com
Hertz：www.hertz.com

记得品尝当地的美食，这是旅行中绝对不容错过的⼀一部分，也是对当地人的支持。

http://www.barcelonabusturistic.cat/web/guest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tmb.cat/en/bitllets-i-tarifes
http://www.tmb.cat/en/bitllets-i-tarifes
http://www.taxibarcelonabcn.com/chinese
http://www.taxibarcelonabcn.com/chinese
http://www.barcelonabusturistic.cat/web/guest
http://www.barcelonabusturistic.cat/web/guest
http://www.barcelonabybike.com
http://www.barcelonabybike.com
http://www.gocartours.com
http://www.gocartours.com
http://www.cooltra.com/en
http://www.cooltra.com/en
http://www.avis.com
http://www.avis.com
http://www.hertz.com/
http://www.her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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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李寄存
巴塞罗那机场 El Prat
寄存点位置：一号航站楼一层。
服务时间：24小时，全年开放。
寄存价格：大号：5.4欧元/天；中号：4.8欧元/天；小号：4.2欧
元/天。 

巴塞罗那火车站 Sants
寄存点位置：火车站一层(该区域受24小时录像监控)
服务时间：每天5:30-23:00，全年开放。
寄存价格：大号(90*60*40cm)：4.5欧元/天
               小号(80*60*50cm)：3欧元/天

巴塞罗那汽车北站 Estació del Nord
服务时间：每天5:30-1:00，全年开放。
寄存价格：大号(51*55*91cm)：5欧元/天；小号(28*61*76cm)：
3.5欧元/天；特殊规格(滑雪板、冲浪板)：5欧元/天。

巴塞罗那市区(私营)Locker Barcelona
地址：Carrer de Estruc 36, al lado de Pl. Catalunya，从加泰
罗尼亚广场步行耗时5分钟
寄存价格：超大号(50*90*90cm)：7.5欧元/天；
大号(40*60*80cm)：5.5欧元/天；中号(40*45*50cm)：3.5欧元/
天；另外，还可寄放自行车、滑雪板、冲浪板，甚至是吉他等物
品，寄存价格为：7.5欧元/天。
开放时间：每天9:30-21:00。
www.lockerbarcelona.com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巴塞罗那优惠卡
★ 巴塞罗那城市卡 Barcelona Card
巴塞罗那城市卡，非常适合来这里短期旅
行的游客，购卡后可以免费搭乘市内所有
公共交通工具，包括：Bus巴士、Metro
地铁(L1-L5、L11)、FGC私营地铁(L6-L7、L8)、Trem有轨电车
(T1-T4)、Renfe郊区火车(R1-R4)。并包含以下包括巴塞罗那港
口游船观光，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加泰罗尼亚现代博物
馆、巴塞罗那植物园、巴塞罗那历史博物馆、巴尔比耶-穆埃勒前
哥伦布艺术博物馆、蓝色陶瓷博物馆、音乐博物馆、巧克力博物馆
等17家景点门票。

其他各种合作博物馆、饭店、商店、娱乐设施等折扣附赠指南一本
(加泰罗尼亚语/英语/西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包括巴塞罗那地
图，地铁地图，旅游信息，合作店家信息。
价格：2天成人票=27.50€  2天儿童票(4-12岁)= 23.50€
         3天成人票=33.50€  3天儿童票(4-12岁)= 30.15€
         4天成人票=38.00€  4天儿童票(4-12岁)= 31.00€
         5天成人票=45.00€  5天儿童票(4-12岁)= 35.00€
www.bcnshop.barcelonaturisme.com/Barcelona-Card       

★ 巴塞罗那艺通卡 Articket Barcelona
自购买日起60天之内，持卡人可以免费参观一下7个博物馆+1个城
市艺术中心：
Centre de Cultura Contemporània de Barcelona-CCCB(巴塞
罗那当代文化中心)

Fundació Antoni Tàpies(安东尼塔皮埃斯美术馆)
Fundació Catalunya Caixa - La Pedrera(米拉公寓)
Fundació Joan Miró(米罗基金会/博物馆)
Museu Nacional d'Art de Catalunya- MNAC(加泰罗尼亚国家艺
术博物馆) 
Museu d'Art Contemporani de Barcelona- MACBA(巴塞罗那
当代艺术博物馆)
Museu Picasso(毕加索博物馆)
价格：30欧元
www.bcnshop.barcelonaturisme.com/Articket-Barcelona

活动
★ 足球比赛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FC Barcelona)是世界上顶级的足球俱乐部之
一。以其完善的青少年训练体系(拉玛西亚青训营)而闻名于国际足
坛。旗下知名球星有：梅西、伊涅斯塔、皮克等。

诺坎普球场 Camp Nou 见地图标识 
巴萨FC Barcelona的大本营。巴塞罗那俱乐部博物馆也建在诺坎普
的看台旁，俱乐部提供”诺坎普体验”，让球迷可以在没有球赛的
日子买票参观球场(包括球场内部、球员通道、更衣室和新闻发布
厅)、巴萨博物馆、俱乐部多媒体中心，身为球迷的你一能不会错过!

地址：Aristides Maillol, 12-18
到达方式：地铁L3(绿线)至Les Corts站下车。
诺坎普体验票价：23欧元(成人)；17欧元(学生/老人)。
球赛票价：8欧元-100欧元不等(票价可参见官方网站，并可直接购买)。
www.fcbarcelona.com

★ 弗拉明戈 
弗拉明戈Flamenco是南边安达卢西亚的产物，其形成过程深受摩尔
人和犹太人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吉普赛人的艺术元素。作
为西班牙的国粹还是很值得欣赏的。周五、周六晚上前往皇家广场 

Plaça Reial，或者兰布拉大道附近的酒吧里可以观看到表演。

皇家广场 Plaça Reial 见地图标识 
地址：Piazza Beniamino Gigli, 7
到达方式：地铁A线在Repubblica teatro dell'opera下车；或者公
交车H/40/60/64/70/71/170/116T路都到这里。
www.lareial.com

★ 夜店
巴萨夜店欢乐高峰时间为凌晨2:00-4:00，许多Club在2点之前入场
是免费的。部分高级夜店还会对男生有着装要求，着没有领子的衣
服和球鞋不得入内。

Elephant 见地图标识 
东方神秘风的夜店，经常有私人派对部分包场。
地址：Passeig del Tillers, 1
到达方式：地铁L3线至Palau Reial站下车。
入场费：周三、四、日免费，周五、周六15欧元。
www.elephantbcn.com

http://www.elephantbcn.com
http://www.lockerbarcelona.com
http://www.lockerbarcelona.com
http://www.bcnshop.barcelonaturisme.com/Barcelona-Card
http://www.bcnshop.barcelonaturisme.com/Barcelona-Card
http://www.bcnshop.barcelonaturisme.com/Articket-Barcelona
http://www.bcnshop.barcelonaturisme.com/Articket-Barcelona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915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9150
http://www.fcbarcelona.com
http://www.fcbarcelona.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1563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1563
http://www.lareial.com/
http://www.lareial.com/
http://www.elephantbcn.com
http://www.elephantb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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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从缤纷多彩博盖利亚菜市场到装潢精致的地中海餐厅，从变化万千的
Tapas到用料考究的海鲜饭Paella，巴塞罗那的美食选择可以让你眼
花缭乱。因为坐落于地中海之滨，这里的食物多以海鲜为原料，烹饪
的方法也十分多样，部分菜式和中餐的做法会很像。

西班牙的午饭时间为14:00-16:00，晚饭时间为 21:00，大多饭店在
非正餐时间不供应餐食，这时可以考虑，就餐于提供Tapas的各种小
酒吧。

★ Tips：小费
大部分西班牙餐馆都把服务费包含在最后的账单里，付账的时候可以
看一下，VAT是写在最后的，包含了就不用付小费了。如果没有包含
的话，一般是10%-15%。西班牙餐馆给小费的习惯很随意，通常是
把找回的零钱留在桌子上，没有硬性规定。

★ 当地特色
Pan con tomate：直译英语为Toast with tomato。加泰罗尼亚
(Catalunya)特色食物，烤面包配番茄碎末末酱。饭店里点完菜都会
问，要不要Pan con tomate？

Sangria：西班牙特色水果酒。由红酒或香槟加橙子苹果等水果调
制而成。

Tapas：为西语小食的意思，品种很多
推荐饭店：Cerveceria  Catalana
地址：Calle mallorca，236 

Jamon：街上随处可见挂满火腿的火腿芝士店，用来夹面包或即食
皆可。想要便宜的话可以去超市买真空包装的火腿片。

Paella：西班牙海鲜饭。由于菜量很大，有些餐厅会标明两人起售
(一人一份，合起来一盘)。

Churro：西班牙油条就算它啦。其实churro应该算是一种糕点
吧，不同面粉和奶油混合后烤制而成，出炉后还会撒上糖分。
Churro的绝配饮品就是同样高热量的热巧克力，通常西班牙人会用
churro沾着热巧克力吃，真是美味与卡路里齐飞。

Butifarra：一种加泰罗尼亚特有的香肠。用Iberico黑蹄猪的肉做
成的香肠。在餐厅里Butifarra通常会配上煎成稍酥的白豆和菇类，
十分鲜美。

4 cats 见地图标识  主打西班牙菜
称四只猫餐厅为巴塞罗那最有文化的餐厅一点都不为过。它创建于
1897年，是当时各大艺术家们常去聚会之地，年轻的毕加索还曾
经为它设计了菜单和宣传海报。如今满满四面墙都是名人的作品或
合影。
地址：Carrer de Montiso，3 bis，08002，Barcelona
电话：933-024-140
www.4gats.com

Senyor Parellada 见地图标识  主打加泰罗尼亚菜
不管是食物还是装潢都秉承传统经典风格的加泰罗尼亚餐馆。坐落
在El Born区域，饱餐一顿之后散步到海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价格：人均16-22欧元
地址：Carrer de Argenteria，35
到达方式：地铁L4线至Jaume I 站下车。
电话：933-105-094
www.senyorparellada.com

La Fonda 见地图标识  主打西班牙菜
该餐馆坐落在la Rambla大家旁，是个性价比很高的西班牙餐馆，您
可以在这里品尝到美味的海鲜饭。
价格：人均20-26欧元。
地址：Carrer del Escudellers，10
到达方式：地铁L3线至Liceu站下车。
电话：933-017-515
www.lafonda-restaurant.com

La Paradeta 见地图标识  主打地中海菜
巴塞罗那当地非常出名的海鲜料理连锁店，巴塞罗那火车站和圣家
堂附近都有它的分店。走进店里你可以看到各种生猛海鲜摆放在冰
柜上。这家点餐也很直接，您只需要从冰柜上选出您要的海鲜材
料，再告诉服务生您所选择的烹饪方法(烤、抄、剪、焗等)，不多久
您的正餐就新鲜出炉啦！
价格：人均10-18欧元。
圣家堂店地址：Passatge Simó 18
电话：934-500-191
火车站店地址：Carrer de Riego 27
电话：934-319-059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四 20:00-23:30；周五20:00-24:00；周六 
13:00-16:00 / 20:00-24:00；周日13:00-16:00。
www.laparadeta.com

Cerveceria Catalana 主打Tapas  
Catalana也是家百年老店了，这里供应者巴塞罗那最具人气的
Tapas。看上了那款tapa只要报下桌号就会有人给你送过去。每到
饭点，这里都会排起长队，若是人多，最好还是打电话先预定一下
吧。
价格：人均20欧元。
地址：Carrer de Mallorca，236
到达方式：地铁L3线至Passeig de Gracia站下车。
电话：+34-932-160-368

         Terrrazza 见地图标识 
         地址：Avinguda de francesc Ferrer i Guardia
到达方式：地铁L3线至Espanya站下车。
入场费：根据活动10-20欧不等。
www.laterrrazza.com

Sala Apolo 见地图标识 
以每周一的Nasty Monday，每周二的Crappy Tuesday闻名。
地址：Carrer Nou de la Rambla 113
到达方式：地铁L3线至Paral.lel站下车。
入场费：提前网上购买11欧元，现场排队购买13欧元。
www.sala-apolo.com 或 www.nastymondays.com

http://www.sala-apolo.com
http://www.nastymondays.com
http://www.4gats.com
http://www.4gats.com
http://www.senyorparellada.com
http://www.senyorparellada.com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38
http://place.qyer.com/poi_id_73938
http://www.lafonda-restaurant.com/
http://www.lafonda-restaurant.com/
http://www.laparadeta.com
http://www.laparadeta.com
http://www.laterrrazza.com
http://www.laterrrazza.com
http://www.sala-apolo.com
http://www.sala-apolo.com
http://www.nastymondays.com
http://www.nastymon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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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kets 主打Tapas  
          众多达人推荐的一家创新tapas餐馆，整个店面都十分有趣。
传说是西班牙知名厨师所经营，不仅用料考究，菜式的做法也很有新
意。通常都是在传统材料或做法上稍加修改，有些菜式的新奇吃饭也
让食客们惊叹不已。(这家餐馆人气太旺，请务必提前发邮件给
reservas@ticketsbar.es定位。另外，可以事先在网上查好菜单再
去点菜。)

价格：人均45欧元。
地址：Avinguda del Paral·lel，164
到达方式：地铁L3线至Poble Sec站下车。
电话：+34-932-160-368
www.ticketsbar.es

La Pallaresa 见地图标识  主打Churro和热巧克力
这家位于旧城区的咖啡店有着十分厚重的热巧克力，旁边还开着几
家著名的巧克力的，可以说是巧克力爱好者理想地了。
价格：热巧克力2.6欧元/杯；Churro1.5欧元/份。
地址：Calle Petritxol, 1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09:00-13:00；16:00-21:00。

★ 中餐
由于在西班牙的中国移民大多来自江浙一带，这里的中餐馆以南方
口味为主。中餐馆大多集中在地铁L1线Fondo站和Arc de Triomf
站一带，周一至周五中午通常都会有价廉物美的自助餐可以尝试。 

Olla de Sichuan 四川火锅 见地图标识 
主打四川火锅，形式为火锅自助。
价格：18欧元/位，另有炒菜供应。
地址：Carrer d' Aragó，224(Plaza Letamendi)
到达方式：地铁L3，L4 线至Passeig de Gracia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09:00-13:00；16:00-21:00

Out of China
这是一家以上海菜为主的中餐馆，店内的装潢洋溢着老上海的味
道，菜式都比较精致。还可以登陆www.yesdelivery.es或叫外卖(网
上有菜单)。

价格：15-20欧元。
地址：Carrer de Montaner，100
到达方式：地铁L3(绿线)至Passeig de Gracia站下车；L5(蓝线)至
Hospital Clínic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3:00-16:00，20:00-24:00；周日
13:00-16:00
电话：934-877-377
www.outofchinabarcelona.com

松鹤楼 Restaurante SON-HAO 主打台湾菜
这是一对台湾夫妇经营的小餐馆，热情的老板娘亲自烹制正宗的台
湾菜。
地址：Carrer de Muntaner，66
交通：地铁L1(红线)；L2(紫线)至Universitat站下车。
价格：12-18欧元。

住宿 
巴塞罗那的宾馆绝对不少，不过作为欧洲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
一，巴塞罗那的客流量也大的惊人。如果你是在旺季前往巴塞罗那
游玩，还是最好事先预定。

建议在哥特区选择旅馆，因为主要景点都集中在这一区，由和平之
门广场(Plaza Puerta de la Paz)到加泰罗尼亚广场之间，以大教堂
为中心，有无数的哥特式建筑，其中兰布拉斯大道特别热闹。住在
这里便于游览，交通也很方便，而且当地风味也更足。美中不足的
是：这里是游客聚集参观的旺地，也是小偷出没的高频地段。

在哥特区、兰布拉大街附近、Passeig de gracia格拉西亚大道周边
等地区，从数百欧元的高级酒店到三五十欧元的小巧温馨的家庭旅
馆都很多。但巴塞罗那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即使淡季最好也提
前预订住宿。有些修道院和古堡也提供住宿，住在这里可以感受古
代修士们宁静而清贫的隐修生活，价格在每人20欧元左右。在巴塞
罗那有很多华人开的小旅馆，大多聚集在加泰罗尼亚广场和圣家堂
附近，对不懂西班牙语的游客来说能提供很大的方便。此类旅馆一
般价格为20欧元/床位，30欧元/间，条件不是非常好，不适合对舒
适度要求高的游客。

Wok 见地图标识  主打寿司+海鲜自助 
巴萨最价廉物美的美食莫过于海鲜自助。这其实是一家中国人开的日
式料理店，除了各种新鲜的海鲜之外，这里还能吃到寿司和中式点
心、炒菜。如果你已经开始想念家乡的味道，那就快来一饱口福吧。 

价格：周中午市(14:00开始)9.25欧元；周中晚市(20:00开始)12.95
欧元；周五晚市、周末及节假日13.80欧元。 
地址：Passeig de Lluís Companys，19
到达方式：地铁L1(红线)至Arc de Triomf站下车。
电话：＋34-933-106-400
www.woktriomf.com

购物 
与欧洲的其他城市相比，巴塞罗那的消费水平并不算高，许多大牌
在西班牙的价格都小小偏低，加上巴塞罗那本地有许多出色的设计
师，这里也算是欧洲一大购物天堂了。巴塞罗那的店铺大多是以独
立分店的形式遍布在城里。其中最出名的购物街即是Passeig de 
gracia大道。 从Diagonal一路向南到加泰罗尼亚广场，街道两侧遍
布了独立小店、Zara，Mango等知名品牌以及Chanel，Gucci等一
线奢侈品品牌专卖店。要注意的是，14:00-17:00为午休时间，大
部分商店(主要是小店和超市)关门休业，周日集体休业，大家注意时
间安排。喜欢逛复古二手店的可以前往El Raval区，特别是Carrer 
de la Riera Baixa, 爱在小店淘宝的可以考虑Gràcia区的Carrer de 
Verdi。

★ 百货公司、商场、购物街
每年的打折季在7月和1月初，大家要把握良机哦！

El Corte Ingles
巴塞罗那最大的百货公司，通常免费的旅游地图上都会有标注(绿色
三角状)。
营业时间：10:00-21:00，周日休业，大家注意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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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emagnum
          位于港口边的大型商场，其优势就是全年365天每天营业，不用
再愁周日无处Shopping啦。
营业时间：10:00-22:00
www.maremagnum.es/en

Burberry Outlet 见地图标识 
该工厂店在市内，乘坐L1或L2至Clot站即可。
地址：Carrer de València，640

Mango Outlet 见地图标识 
地址：Carrer de Girona，37

La Roca Village
巴塞罗那市外的大型Outlets，云集各大名牌。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1:00
到达方式：可在加泰罗尼亚广场搭乘专车(大巴)费用为单程7欧元；
往返12欧元；或乘坐L1至Fabra i Puig站，出站后到公车站转搭11
号公车，班次时间：9 : 0 0 , 1 2 : 0 0 , 1 6 : 0 0 , 2 0 : 0 0。 
www.larocavillage.com

★ 超市、大卖场
市中心：兰布拉大道靠近Placa Catalunya处有家乐福，价廉物美。
散布各处的小超市：按照便宜程度依次为DIA、Condis、Eroski。
周日节假日各家超市都会关门，只有OpenCor(官方旅游地图上有标
注)和巴基斯坦人开的小店会开门，请大家注意留心。

★ 纪念品、小店
高迪纪念品
还在圣家堂，或是古埃尔公园，或是米拉之家流连忘返吗？带个纪
念品回家吧。从钥匙圈到建筑模型，从明信片到水杯相框，高迪设
计的点点滴滴都可以在各处旅游景点区附近的小店里找到。
价格：3-10欧元。

巴萨足球俱乐部球迷周边
作为加泰罗尼亚人民的骄傲，巴萨足球俱乐部除了膜拜诺坎普球场，
你还可以买一件巴萨的球衣或鞋子，店员会为你印上你想要的名字。
价格：40-100欧元。
加泰罗尼亚广场店：
地址：Ronda de la Universitat，37
圣家堂店：

地址：Carrer de Provença，437

巴塞罗那明信片
就算你带不走这里的美景，就算你拍不出日光倾城的巴塞罗那，至
少你还可以选一张有趣或美丽的明信片，留作纪念或是寄给心爱之
人都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价格：0.3-2欧元。

跳蚤市场 Els Encants Vells 见地图标识 
从衣物到家居用品到电器，这个巨大的跳蚤市场基本包含了所有你
能想到的物品，耐下性子好好淘宝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地址：Plaça de les Glories Catalanes
到达方式：地铁L1线至Glores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一、三、五、六，7:00-18:00
www.encantsbcn.com

手工艺术品市场 Plaça del Sant Josep Oriol 见地图标识  
到达方式：地铁L3线至Liceu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六、周日。

明信片钱币书市 Mercat de Sant Antoni
交通：地铁L1线至Sant Antoni站下车。
营业时间：周日。

★ 退税
机场退税手续办理步骤：先去海关办公室盖章，再到La Caixa(银
行)取钱。
工作时间：工作日07:00-24:00；周末07:00-24:00。
El Prat机场T1航站楼：
海关盖章：出发层值机柜台200号旁边(Check in counter 200)；
退税点：出发层，过安检之后的Global Blue Office。

El Prat机场T2航站楼：
海关盖章：A层(进入出发大厅后，过安检之前，左拐走到底)。
退税点：B层，La Caixa(巴萨纪念品店背后)。

巴塞罗那市区：
巴塞罗那旅游信息处加泰罗尼亚广场点(El Corteentre de Inglés
旁边)。

安全
报警电话：091
火警：061
救护车：061

★ 治安
巴塞罗那大多治安问题都是针对游客的。大多数的盗窃抢劫事件都
发生在市中心旅游名胜点。在市中心地区, 请务必务必把包背在前
面，吃饭拍照试买东西时注意贵重物品！提防任何向你靠近的陌生
人，特别是多人组合：要钱的、求买花买纪念品的、问路的、没事
挡着你挤你的、往你身上泼东西的。他们通常的手法是：一个人来
吸引你的注意，他的同伙就对你下手了。

地铁站的小偷也较多，他们在地铁上下客的时候借人多拥挤，摸口袋、
拉背包拉链等。 

巴塞罗那街头骗人游戏很多，比如街头扑克牌或“球和杯子”等，切勿
停下围观。巴塞罗那也有假警察，请记住真警察极少看你的证件或没收
任何东西。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尽量避免一个人(即使是男人)独自出现
在市中心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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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6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获
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 中国大使馆 Embajada China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地址：Carrer del Arturo Soria 113，Madrid
电话：+34-915-193672

中国驻巴塞罗那总领事馆 见地图标识 
地址：Carrer del Tibidabo 34，Barcelona；总领馆领事部地址(办
理护照，签证，公认证手续)：Carrer de lleo XIII，No.34
电话：+34-932-541197
对外接待时间：每周一、三、五上午，9:30-13:30。

★ Tips：关于护照丢失补办
护照丢失后，应先去警察局登记丢失，之后拿着警察局给的证明去
大使馆补办。护照会送到马德里大使馆去处理，办理时间会稍长。
且补办的费用为105欧元，所以大家护照一定要放好。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如果在巴塞罗那突发疾病在当地就医，请保留所有的支付账单，并
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确定相应的赔付
金额，但这样的状况，很可能出现一定数额以下不提供赔付的情况
(曼孚为800人民币起赔)，通常急症的手续费约为60-80欧元。

★ Tips：曼孚保险
曼孚保险(Mapfre)是西班牙最大的保险公司。如果购买了曼孚保
险，生病以后请直接联系保险公司，告知大致病情，保险公司会为
你预约在当地指定医院就诊，通知您就诊时间以及负责医生。您可
根据保险公司的预约信息前往医院即可。这样的流程下，你不需要
支付任何费用，保险公司会全权负责。

药店：
街上有十字灯箱的Farmacia 就是药店的意思。 
市中心药店地址：Carrer del Consell de Cent，312

医院：
Hospital de Sant Pau 
地址：Carrer de Sant Antoni Maria Claret，167

Hospital del Mar  
地址：Passeig Marítim de la Barceloneta，25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 Tips：巴塞罗那周边
Sitges (巴塞罗那南部)
这个小镇拥有巴塞罗那附近最好的海滩，同时也以同性恋酒吧和每
年2月的狂欢节闻名。
到达方式：乘坐R2线至Sitges站下车即可。
车程：45分钟。
票价：4.5欧元。

Cataques(巴塞罗那北部)
纯白的海滨小镇Cataques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好的度假去所，也是
著名画家达利年少时的住所。
到达方式：在Nord汽车站乘坐Sarfa公司的巴士(每天2-3班)。
票价：11.7-23欧元。
巴士公司网站：www.sarfa.com

达利博物馆(巴塞罗那北部)
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和版画家，以探索潜意识
的意象著称，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想像力的艺术家。这个著名的
博物馆位于达利的故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Fiqueres。整整3层楼
的巨大博物馆会想你全方位展示著名画家达利的包括画作、室内设
计等各种艺术作品。
到达方式：乘坐火车Renfe。
票价：14-23欧元。

交通提示：有汽车往返Fiqueres和Cataques，每天7班，票价为
4.8欧元，车程1小时，车票可在汽车站或火车站直接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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