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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兰 世界时尚聚集地

　　米兰是一个沉迷于财富、外观和魅力的纸醉金迷的大都市，它并不是那些精打细算的旅游者

们的理想之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可以亲眼见识一下高收入阶层奢华丰富的生活。例如

精准到家的购物喜好、聆听现场经典音乐歌剧、浏览前卫的现代画廊及世界上最时尚的设计展厅

、对AC米兰或者国际米兰俱乐部的狂热追逐、探寻意大利最具创新性和多样性的亮丽风景线，当

然，还有傍晚前往纳维利运河之畔的酒吧喝一杯专业调制的内阁罗尼酒，同时在餐盘里装上满满

的当地美味点心。会让你觉得，米兰，不虚此行。

米兰俯拍图

　　米兰就是意大利经济发展的引擎，经历过“二战”的浩劫，米兰曾遭到了大规模的毁坏，但

仍有一些稀世珍宝保留了下来：美轮美奂的大教堂、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斯卡拉歌

剧院和斯福尔扎城堡。然而，真正使米兰卓尔不群、与众不同的则是它设计领域的创新精神，如

果你能花些时间探寻米兰深处的灵魂，你可能也会发现米兰的精神内涵其实也存在于你的灵魂深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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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地理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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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可错过的N种最棒体验

   

1、在金色广场看美女寻名牌，街拍米兰！

　　世界上最有名和最梦幻的购物区——米兰的金色广场，绝对是你一生中不可错过的地方。这

个由鹅卵石铺就的四方形街区兴许从来就是优雅和财富的同义词（过去，Via Monte Napoleone 恰

好是拿破仑政府管理贷款的地方），但金色广场传奇的时尚地位却无可争议的归功于米兰战后的

重建。 

　　如今，金色广场重新繁荣起来，随着D&G、阿玛尼（Armani）和普拉达（Prada）等全球扩张

的大品牌争相抢占沿街店面，事实上这些大品牌不仅仅经营服装。D&G的小伙子们在卖给你灯笼

裤的同时，也可以为你修剪头发或者塞一杯鸡尾酒到你手中。设计师罗伯特�卡沃利和乔治�阿

玛尼也不局限于服装领域，他们还开设咖啡馆、餐厅、俱乐部和家居用品店，而詹弗兰克�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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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通过水疗服务净化身心，振奋精神。

　　即使你没有一丝想让胳膊跨上那些名牌包的冲动，到这里看看也能打开眼界。量身定制的银

色狐皮大衣时隐时现，有着羚羊般苗条身材的模特矫捷的进出秀台，脸上带着即将在T台上展现

的完美的超然的表情，装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宾们挤在Cova的酒吧里，喝着咖啡，同酒保谈笑风生

。

   

2、在圣西罗体育场观看球赛，大喊“进球了！！”

　

　　与米兰大教堂不同，圣西罗体育场（San Siro Stadium）在设计时并不打算承载全体米兰人，

担当某个星期日下午，身处85000名疯狂的米兰球迷当中，你却不得不怀疑米兰是否已倾城而至。

这个城市的两个足球俱乐部，AC米兰和国际米兰隔周交替出赛。Tiforsi（狂热球迷）集结起来组

成拉拉队，占据了体育场的北看台或者南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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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迷们高声吼出体育场固定主题曲“Guantanamea”、“Seven Nation Army”或者“You'll

Never Walk Alone”，也有二战时期传唱的一首游击队歌“Bella,Ciao!”，以及对米兰的吉祥物——

圣母像的一首半含讽刺的赞歌“O Mia Bela Mudunina”。暴力事件极少发生。赛后返回Lotto地铁

站的20分钟荣耀或屈辱之行几乎与比赛本身一样大有看头。

地址：Via Piccolomini 5, 20151 Milano.Italy

电话：0240092175

交通：MM1号线，到LOTTO站下车，然后沿着卡普里利大街步行。

   

3、化身女主角，沉醉在斯卡拉歌剧院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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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年司汤达在斯卡拉歌剧院（LA SCALA）的一个侯爵包厢与拜伦会面的时候就曾感到心头

一震，在这座世界上最为传奇的音乐厅感到眩晕震撼的，他自然不是最后一位。18世纪的风采至

今丝毫未减。

　　六层楼的Logia（包厢和画廊）里全是镀金装饰，并以深红线条勾勒，而且，起码在每晚演出

时，观众也同样的盛装出席。米兰的财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这里华丽的呈现。幕间休

息时，在斯科拉可爱如珠宝盒般的酒吧或附近的IL Marchesi餐厅里，好戏仍在继续，喝杯气泡酒

，八卦两三句，司汤达曾经感叹道：“如果歌剧无法让我们做些白日梦，感怀那些幸福生活背后

所隐藏的哀伤，那它只会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东西”。斯卡拉歌剧院：是让幻想驰骋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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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iazza della Scala 2

电话：02-8879473；博物馆电话：02-88792473

交通：乘坐地铁M1、M3号地铁可到

旅人提示

（1）斯卡拉歌剧院的音乐会演出季从每年的12月一直持续至来年的6月，正式开始于12月7日，到

了这时剧院则上演交响乐。歌剧院的所有表演节目规定必须在午夜前结束，所以较长的歌剧在傍

晚时开始演出，演出开始后，所有持票人都不会被准许进场，没有人会例外。所以如果想到这里

欣赏演出，就一定要注意节目的安排时间。

（2）售票处在米兰大教堂正面右手边前往地铁的通道内，在这里可以查询门票的信息，好点的位

置可能要200欧元左右，差点的位置，10欧元就够了。买票的时间一般在演出的前2个小时，你也

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网上预约门票，电话是02-860775；网站是www.teatroallascala.org

.如果预约了就不能退了。

（3）在剧院里面，有一个剧院博物馆，共有4、5个展厅，展出大量有关歌剧及剧院历史的珍贵收

藏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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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所带来的震撼

　

　　莱昂纳多�达�芬奇创作《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以为慕名而来的僧侣注意到，这位大师有

时候早上来到教堂，凝视前一天的成果，然后果断叫停。你的参观也将同样短暂，凝神屏气注视1

5分钟之后，就不得不回到马振塔大街（Corso Magenta）上。时钟也许走得太快，但当你亲眼看到

原作时，那成堆的粗略的复制品和一部闪烁其词的畅销小说会立即黯然失色。

　　尽管在最近20年采取了复杂却时有争议的保存措施，但达�芬奇极具实验性质的技法以及多

年缺乏妥善保护已另这幅杰作色泽渐失，极易破损。然而，画作目前的状况却丝毫不能消减它所

带来的惊人美感和心理震撼。凝视画面叙事性场景之外飘忽透明的窗户，此时你会觉得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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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同寻常的短视也许正是来自神的启示。

旅人提示

　　画作位于感恩圣母堂旁修道院的餐厅墙壁上，地址是Oiazza Sants Maria delle

Grazie，在大教堂广场乘坐16路公交可以到达。

   

5、寻味纳维利运河之畔的酒吧和餐厅

　　纳维利周边地区取名于其最显眼的运河，并且直到上世纪中叶前，这里一直是劳动阶层居住

区，布满了古老的船坞、洗衣作坊和仓库。纳维利大运河（Navigli Grande）由灌溉沟渠发展成为1

3世纪米兰最繁忙的航道。它是中世纪米兰的交通干道，盐、食用油、奶酪和酒由此及时运到城里

。为了运送建造米兰大教堂所需的大理石，米兰开通了更多的运河，其中的许多经过填土造路，

而今已成为米兰的环城公路。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船务被关闭后，纳维利曾被短暂废弃，之后，它的街道、密集的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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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漂亮的铁桥吸引了独具眼光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不久，纳维利就取代布雷拉成为米兰的波西米

亚风格区。如今，这里也许不再那么标新立异，但它并没有落入其他米兰郊区的那种浮躁和俗套

，这里让燃油米兰最悦目的餐厅、最活跃的酒吧和最具创意的商铺。

   

6、到纳维利古董商业街欣赏米兰一流古董商们的丰富藏品

　　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在连绵2公里的纳维利大运河两旁会汇集超过400家声誉良好的古董

商和二手商品交易商。这里陈列了各式各样高品质的古董，包括绘画、玻璃制品和文物。如果你

没有下手或者钱不够，你会发现你还挂念着这个2世纪时的叙利亚耳环，口袋不够鼓或者箱子不够

大的人也可以光顾跳蚤市场：70年代的墨镜、20世纪中叶的陶器、以及带字母组合图案的古董级

的亚麻布。或者去科尔西科街（Via Corsico）看看旧时的衣服。虽然气氛随意，但人们很少砍价

，价格还算公道，但并不比零售价低多少。米兰的买卖双方都很了解他们的商品。当地酒吧和餐

厅也很乐意为饥饿的逛街者补充能量，或者开一瓶Prosecco庆祝买卖成功。

   

7、流连于精美的现代主义风格别墅——内基-坎皮利奥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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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你如何观望，仍人无法对这座由塔式大门、高大木门以及眼光锐利的看门人护卫者的豪

华中产阶级别墅区一窥究竟。但自从2008年重新开放以来，你可以信步走在蜿蜒的花园小径上，

前往内基-坎皮利奥别墅。

　　这里经过重修的20世纪30年代的别墅当初是由理性主义建筑师Piero Portaluppi为帕维亚的女继

承人内达和吉吉娜�内基，以及吉吉娜的丈夫按揭罗�坎皮利奥所设计的。

　　Portaluppi将装饰艺术和理性主义的设计风格相融合，产生一种冲突美。这座建筑一方面极具

极为现代的外观，同时，它又极力保留旧世界的元素。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带包豪斯风格的

字母图案的数字和半透明的瓷器，为两姐妹海外出行准备的行李，悬挂着的丝质晚礼服——这些

一点也不逊色于流畅的建筑线条和莫兰迪与基里科的昂贵画作。

   

8、紧跟米兰前卫创意，鉴赏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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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创意之都的名声通常与它的时装与设计工业相联系，在意大利生活的艺术家大多把米兰

称作自己的家乡。StartMilano的旗下聚集了很多商业美术馆，多数美术馆曾集中在布雷拉（Brera

）地区，靠近米兰最有名的艺术学校，如今美术馆已遍布全城。　　

　　Lambrate的文图拉街（Via Ventura）正在成为一个小切尔西（mini-Chelsea,纽约的世界著名的

画廊区），那里有一些很棒的画廊，包括前卫的Galleria Massimo De

Carlo和米兰艺术书店。此外，星期六下午米兰人又去画廊参观的习惯。

　　米兰还没有大型的当代艺术公共博物馆，这一块空缺由各种私人基金会（fondazioni）填补。

普拉达（Prada）、特鲁萨尔迪（Trussardi）、Hangar Bi-cocca和波莫多罗（Pomodoro）都展出有

突破性的重要作品。这些展览都值得一看，他们在规模上颇为引人拿注目，在作品的标新立异方

面也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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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签证

意大利提供两种旅游签证：

1、申根区旅游签证，最长有效期90天，可以去任何申根区国家。

2、国家签证，超过90天，但只限于意大利一个国家。

准备材料

以下是需要提交的材料（所有中文材料都需要翻译成英文，可以自己翻）

1. 填写完整并在签证申请表上签名（一定要是A3大小的，可以提前写好，记得签字，也可以到签

证中心后再填）

2. 签证费545元

3. 照片（不是通常的六个月内，而一定要是三个月内的，可以在签证中心拍照，每份35块）

4. 资金证明, 一般五万左右

5.护照（签证到期后仍有最少90天的有效期，首页记得要复印两份，其中一份盖章后会留给申请

人，这是日后来领护照的凭据，也可以选择特快专递邮寄，每份50块）

5. 申请人的在职和请假证明（学生可以找学校开一份在读证明）

6. 户口本

7. 至少六个月以上的资金来源证明（银行对帐单，存折）

8. 欧元现金/信用卡/旅行支票（原件和复印件，每人每天30-50欧）

9. 旅行日程/预定（包括覆盖全程的机票和酒店）

10. 保险（保额最低3万欧，需要提交原件和复印件）

11. 旅行计划（英文，越详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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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申根区旅游签证和国家签证申请表格下载地址分别为：

http://www.italyvac.cn/Include/checklist/Italy_Schengen_VAF.pdf

、http://www.italyvac.cn/Include/checklist/Formulario_Nazionale_2010.pdf 

，也可以在国内各个城市的签证申请中心免费获取。

b、准备材料时，要围绕着两个中心思想来做：1、我有的是钱；2、我肯定回国；由于一般没有和

签证官直接对话的机会，因此要通过所提供的材料让他/她明白，我只是去旅游，繁荣英国旅游经

济，并且完全没有滞留的可能。存款一般五万左右就够了，据说其实达到申请表中自己预计旅游

费用的两倍就可以，但需要综合旅行计划或在意大利停留时间长短来考虑，当然基本上是越多越

好。

c、订酒店和机票很重要。不仅递签时需要提供酒店订单复印件，进入海关时，有可能也需要填写

住处或酒店地址、联系方式之类的。可以选择去booking.com之类的网站选择那些可以免费取消的

酒店，即使被拒，也没有损失。而忘返的机票日期会影响签证上的有效日期，因此不能应付，而

要从一开始就认真。

d、填完申请表，最后一页有所需材料列表，去递材料前把所有材料对照列表按顺序排好。相关

的重要信息（比如名字、重要条款、项目等）可以用笔划出来。

e、 如果全程并不只是去意大利，而是包括其他申根国家，并且希望申请意大利的申根旅游签证

，那么最好把意大利作为入境国家，即进入申根区的第一个国家。

意大利驻北京使馆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2号,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7600

　　查询签证申请状态，可以拨到申请中心窗口,

或在周一至周五上午8：00至下午03：00打意大理签证中心电话 0086 10

84549855，或发邮件（infopek@italyvac.cn），或点击“查询护照”查询。

　　您也可向大使馆签证处查询，邮件发至visti.pechino@esteri.it,

或在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14：30-16：30拨打电话 0086-10-85327600 。

签证过程

　　除了递交相关材料，还需要面签，会问一些很简单的小问题，大部分和旅行或之前的出行有

关系。如果英语无法交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换中文交流。相比起一些其他申根国家旅游签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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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签，意大利已经算比较简单的了。

旅人提示：

如果申请人在三年内获得并使用过美国、加拿大、申根地区国家的签证，就可以免于参加面试。

   

2、货币

        意大利为欧盟国家，现在已基本停用里拉，全国上下通用欧元。游客也可以拿着

美元到当地银行进行兑换。

货币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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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币元=0.1169欧元

1欧元=8.5568人民币元

ATM取现

　　在米兰超过半数的ATM机可以使用银联卡提取欧元现金。

兑换外币

　　游客最好在出国前就在国内银行换好足够的欧元，在米兰中央车站二层的问询处旁边的兑换

所，24小时营业。

银行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五8：30－13：30，一般周六、周日休息。

   

3、电压

电压：220V

插头三个圆孔排一排的和两孔的都有，国内电器应带上转换插头。

   

4、最佳旅游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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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气候温暖，四季鲜明，夏季干燥，冬季多雨。在盛夏之际，气温再高，但在阴凉处和室

内却很舒适，夜间甚至会感到有些凉。再加上夏季大减价的诱惑，夏季自然成为米兰的旅游旺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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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米兰不可不去的景点

   

1、米兰大教堂（Churchof Duomo）

　　无论这是你第一次来米兰，还是第50次来这里，瞥见这座天主教堂的第一眼，你就会情不自

禁屏住呼吸，发出敬畏的赞叹。米兰大教堂的云纹大理石墙面和直入云端的尖顶让它从灰蒙蒙的

杂乱街景中脱颖而出，乍看之下，仿若来自天外。 

　　米兰大教堂可能长久以来就是米兰的象征，但它其实是一座有着错综复杂历史的天主教堂。

这座教堂由维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下令始建于1387年，当时他那雄心勃勃的设计被认

为不可能实现。为了将大理石运到市中心，人们开辟了运河，不少新技术业应运而生，以适应这

个前所未有的工程。教堂的风格也几经变化，其优雅、狂热而又庄严的建筑风格甚至能将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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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带入中世纪的思绪里。走入大教堂，一旦适应了昏暗的灯光和梦幻般的超大空间，你会不

可避免的向上看，一直向上，就能看到基督教建筑中最大的彩绘玻璃窗。

　　在金色圣母像（Madonnina）始终如一的凝视下，你还可以在屋顶见尖塔之间散步，感觉自

己仿佛离天堂更近了。 

地铁：Piazza Duomo 18

电话：02-72022419

交通：乘坐1或者3路到Duomo站下；公共汽车2、3、8、15、18或19路可到

门票：5欧元（乘坐电梯）；7欧元（可参观博物馆）；3.5欧元（徒步）；团体（15人以上徒步）2

欧元。

开放时间

教堂：每天7:00~19:00；屋顶：11~2月 9:00~16:45, 3~10月9:00~17:45,12月25日、5月1日休息。

博物馆：每天10：00~13:15， 15:00~18:00；12月25日、5月1日休息。

   

2、感恩圣母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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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圣母堂是米兰市内的一座完整的建筑联合体，它始建于1492年由布拉曼扩建，精巧的四

廊也是他的作品。达�芬奇的巨作《最后的晚餐》就画在这座教堂旁的修道院餐厅的墙壁上。二

战时，米兰市民用沙袋将教堂的墙保护起来，使这一杰作得以保存，几百年来进行了多次修复，

而且画作禁止用闪光灯拍照。 

　　达�芬奇于1496年开始动笔，1498年才完成《最后的晚餐》，这幅巨画宽4.97米，画中的人物

比真人大一半，画面描绘的是耶稣与12个门徒共进晚餐是的情景。画面富有节奏感，同时显示了

画家善于描绘人物心理的才能。

　　不过，这是一幅油画而非传统湿壁画，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侵蚀，数百年来曾多次进行

修复，以致面目全非。1999年，艺术家和科学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修复，恢复原有色彩，并且去

除了之前修复时覆盖的颜料，使之最大程度恢复了本来面目。

地址：Oiazza Sants Maria delle Grazie

交通：在大教堂广场乘坐16路公交可以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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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6.5欧元（加1.5欧元的预订费）；学生3.25欧元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8:15~19:00；周一、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休息

旅人提示：

参观感恩圣母堂，需要提前预定，电话是02-89421146，在周二~周五9:00~18:00、周六9:00~14:00接

受预定。在参观前，根据电话的提示到教堂旁边的窗口取票就可以进入教堂了。参观人数与时间

也非常严格，一次只限25人，一次15分钟，不能拍照。

   

3、布雷拉画廊（PINACOTECA DI BRERA）

　　在有几百年历史的布雷拉艺术学院（Brera Academy）数步之外，建于18世纪末期的布雷拉画

廊曾经用来存放教学用具：大理石和油墨。不久后，拿破仑就将其从各个宗教领地“借来”的无

价珍品放于此处。这里珍藏的大师之作包括伦勃朗（Rembrandt)的作品，以及那些意大利的艺术

家们：提香（Titian）、廷托雷托（Tintoretto）和韦罗内塞（Veronese）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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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贝里尼的一幅圣母像，在深沉宁静的海蓝色中流露出一种

悲凉儿坚毅的情绪；曼坦那（Mantegna）的《哀悼基督》（Lamentation over the Dead Christ）通过

大胆的短缩画法描绘基督遗体，让人感受到残酷和冷峻；巴齐（Bazzi）的画作《被蔑视的基督》

（Christ Scorned）采用风格主义（Mannerist）的各种绘画技巧表现基督故事中悲剧的核心。圣经

中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出现，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表现基督献身这个神圣主题的同时，揭示出他们

那个时代的情感。

　　馆内圣经主题的藏品数量惊人，休息片刻，到小而精的意大利现代主义作品展厅去看一看，

或者加入那些扎着辫子的艺术学院学生的行列，在写生课结束后，到楼下来一杯著名的Peroni啤

酒。

地址：Via Brera\28

电话：02-722631

交通：乘坐公共汽车1、4、8、12、14、61、97、27路可到，地铁MM2在Lanza、MM3在Montenapo

leone下可到

门票：5欧元；学生2.5欧元

开放时间：8:30~19:30，每周一、1月1日、5月1日、12月25日休息

   

4、波尔迪�佩佐利美术馆（Poldi-Pezzoli Museum Travel）

　　这是艺术品收藏家波尔迪�佩佐利用他的公寓装饰的家庭艺术宫殿，内有20个房间，每个房

间都有当时著名的艺术家设计，按照不同年代和艺术风格布置，如巴洛克式、洛可可式、中世纪

时期等等，并装饰了与其风格匹配的艺术品。在1881年的米兰博览会上这座私人博物馆首次对公

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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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尔迪�佩佐利美术馆虽然只是一个家庭艺术宫殿，但展品还是很多，精品也有很多，其中

波拉依维罗的《女性的肖像》、波提切利的《圣母子》及曼特尼亚等人的作品都值得好好看看。

此外，这里还有15~19世纪的绘画、武器、壁毯、家具、挂钟、青铜像、宝石等个人收藏品。

地址：Vie Manzoni 12

交通：乘坐地铁M1线在Duomo站，M3线在Montenapoleone站下可到

门票：8欧元

开放时间：10:00~18:00；每周一、1月1日、1月6日、复活节、4月25日、5月1日、8月15日、11月1

日、12月7~8日、12月25~26日休息。

   

5、米兰三年中心（TRIENNALE DI MILANO）

　　三年中心经常展出其自20世纪30年代创建以来的获奖设计作品。跨国象征性的桥，你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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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欣赏标志性的设计作品和家具，包括佩谢设计的超大尺寸的摩洛克灯，索特萨斯设计的孟菲

斯系列作品，还有坐落在屋顶上的卡特尔公司和卡西纳公司设计的凳子，展品分7类主题陈列，有

拉丁万物有灵主义，也有米兰中产阶级主题和未来物力论等。彼得�格里纳韦及其团队创作的投

影作品仅仅突出了某些方面，而不是传达无意义的主张，无论如何作品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如今三年中心早不是传统只展示艺术品的地方，或许于意大利人心目中，生活便是艺术，

因此只要具观赏价值，什么都可在此展出，故近年这里确多了不少结合服装、多媒体及装置艺术

的展览，亦为艺坛新人提供了不少机会，故大家若有时间便不妨慢慢看，亦不要错过室外的露天

花园，四周隐藏了不少装置艺术，就看大家如何寻宝。”

地址：Viale Emilio Alemanga 6

电话：02-724 34 212

门票：8欧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30~20:30

   

6、斯福尔扎城堡（Castello Sforz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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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福尔扎城堡是米兰最重要的建筑之一，也是城市历史沧桑的象征。城堡于14世纪时由斯福

尔扎伯爵作为封地而建，而后成为斯福尔扎家族的住所。整个建筑为方形平面，有一个大公园，

四周围有高强。内部的城堡博物馆里收藏了众多具有很高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如达�芬奇的

画作，还有家具、雕刻等。

斯福尔扎城堡中间分成好几个区域，有市立博物馆、还有据说是米开朗基罗在去世前数日创作的

《伦达尼尼的圣母哀痛耶稣》雕刻，在一楼一座门上，应该看一下。另外，二楼有画廊、乐器收

藏品，地下有展示埃及义务考古学博物馆。

地址：Piazza Catello

电话：02-62083940

交通：乘坐地铁M1号线在Cairoli下车可到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9:00~17:30；周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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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家科学技术博物馆（Museo Nazionale della Scienza ）

　

　

　　国家科学技术博物馆建于1953年，是为纪念达�芬奇诞辰500周年而建。馆内的陈列品不计其

数，凡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无所不包。最突出的是达�芬奇大厅，厅内陈列着达�芬奇一生中在科

学技术方面无数的创造，包括实物、模型、设计图、草图等；马可尼展室保存着这位无线电发明

家生前用过的科学实验仪器。

另外，其他的展览馆还展出了炼铜、炼钢、炼锌的机械作业情况、交通工具、无线电、天文学、

光学、电力、航海等方面的发明创造等。

地址：Via S.Vittore 21

电话：02-485551

交通：乘坐地铁M2在St Ambrogio下可到

门票：8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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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周二~周五：9:30~17:00；周末：9:30~18:30；每周一、1月1日、12月25日休息

   

8、安布洛奇亚图书馆（Ambrosiana library）

　　这个图书馆建于1603年，以米兰保护神的名字命名，是当时米兰学术和文化的中心。收藏的

古籍非常广泛，这里的美术馆目前共有各类美术藏品1500多件。而这里还有安布罗其亚美术馆，

创建于1618年，1621年还曾设立美术学院。美术馆目前共有各类美术藏品1500多件，其中包括达

�芬奇、拉斐尔等大师的作品数百幅。

如果对艺术比较感兴趣，就一定要看来这里看看。这里的收藏以阿拉伯和东方文化著作最为重要

，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达�芬奇的《音乐家》、卡拉瓦乔的《水果篮》、波提切利的《帘下

的圣母》等重要作品都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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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za.Pio 12

交通：乘坐地铁M3号线在Montenapoleone站下，徒步6分钟可到。

门票：8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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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米兰周边景致

   

1、贝尔加莫（Bergamo）

　　这座位于伦巴第东部的城镇并不缺少东部的魅力，但同时它还拥有新鲜的空气、醉人的风景

，如同法国作家司汤达所说“地球上最漂亮的地方⋯⋯”尽管距离米兰不远，但贝尔加莫一直坚

定的保持着独立性，保留了古老的威尼斯风格，优雅、谨慎、富有的贝尔加莫人依然展现出迷人

的沉着魅力。 

　　贝尔加莫成分为两个部分，位于山顶的古老上城被5公里长的威尼斯城墙环绕，城内是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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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小街道。主街两旁排列着许多餐馆和杂食店，也有著名的品牌店，如Daniela

Gregis，店内有设计师自己的作品；还有诱人的Pasticceria蛋糕店，一定要常常那里特色的Polenta

eosei蛋糕。

　　通过索道相连的下城面积很大，20世纪初期到60年代的建筑和宫殿所在的街道很吸引人，而

且那里还是购物的好地方。拥有许多威尼斯艺术大师以及当地艺术家作品的卡拉拉美术馆（Galler

ia dell'Acccademia Carrara），也是不应错过的好地方。

位置：米兰以东40公里处

交通：几乎每小时都有一班火车从中央火车站（Stazione

Centrale）开往贝尔加莫，时间约50分钟，票价4欧元左右。

旅人提示：

周末的时候会因为米兰人和短途旅行者的增多而拥挤，但也不是无法忍受，这里和米兰一样，很

多地阿普和餐馆都在8月关门。

   

2、马焦雷湖（Lago Maggiore）

　　马焦雷湖又名Verbano湖，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浩渺的湖水、茂盛的植被以及建筑物与

蓝绿色湖水交相辉映的景致让无数人倾倒。毫无疑问，这里也是意大利及海外游客最喜欢的度假

地之一，更是上流社会、贵族及艺术家寻求安宁、寂静和美感的理想之所。其南方的小镇斯特雷

萨（Stresa）曾吸引了一些艺术家和作家。1918年来这里的海明威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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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深蓝湖水中，最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是Borromean群岛。贝拉岛（Isola

Bella）上17世纪修建的波罗梅奥宫（Palazzo Borromeo），这座小岛就得名于宫殿的第一夫人伊莎

贝拉。岛上有超过10层的阶梯花园，巴洛克式的宫殿接待过不少名人，其中包括1797年的拿破仑

和约瑟芬，还有1985年的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岛上还聚集了很多冰淇淋店、比萨饼店和纪

念品商店。还有壮观的马德雷宫也非常值得一逛。

位置：米兰西北90公里处

交通：每小时都有火车从米兰中央火车站发车至斯特雷萨。行程约1小时，车票8.5欧元。

旅人提示：这里一年四季都气候温和，不过冬天所有的岛屿都不开放。

   

3、加尔达湖（Lagodi Gardo）

　　加尔达湖是意大利最大且风景最多姿多彩的湖泊。它位于中阿尔卑斯山南侧，面积达370平方

千米。湖南端的明乔河是湖水的出口。湖滨城镇间有小汽艇往来，是旅游度假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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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尔达湖南岸4千米处的西尔米奥岛也是湖区最受欢迎的游览胜地。在宁静的街道上，可以看

见斯卡拉城堡赫然耸立在村庄整洁的港口之上。此外，这里的冰淇淋店气势也十分了得，不是盛

在桶里买，而是整整齐齐、超大规模一排一排的堆在一起，将其彻底展现给顾客！看一眼，就爱

上了！ 

　　不可不提的还有加尔达湖最美的村庄——马尔切西内，它以保存良好的城堡和通往巴尔多山

（Monte

Baldo）的缆车之旅而出名，这里也曾经因大量生产各种各样的植物品种而被称为“欧洲花园”。

交通：湖的入口处在其西南部的德森查诺镇，可以从米兰中央火车站乘坐去往威尼斯的列车，1个

小时后到达这里。

   

4、科莫（C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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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莫市是意大利的丝绸之乡，早在13世纪，这里的丝绸就出口欧洲国家，而它至今仍然是欧

洲最大的丝绸中心，所以说，科莫就是一个美丽诗意如丝绸般的地方。而科莫市和科莫湖数百年

来一直吸引大量富豪到这里购地建房，这些豪华的建筑背靠山林，分布在湖周围，因而有人曾说

过，拥有一扇能看见科莫湖的窗户是最幸运的事情。 

 　　湖光山色之美好像电影里的场景，事实上，包括《星球大战II》在内的很多影片就是在科

莫拍摄外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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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莫湖以它的气候和繁茂的植被资源闻名，世界各地也出现许多借科莫湖之名兴建的景观建

筑，比如澳大利亚的柯摩宅邸、拉斯维加斯的美里湖赌场宾馆，其设计理念都是取自科莫湖的优

美景致。

交通：从米兰的中央车站乘坐fs线到科莫车站即可，时间约30分钟。

   

5、布雷西亚（Bres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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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公元前1200年，布雷西亚就诞生于齐德内奥山丘之上，因为当时的居民多从事农牧业，

因此“布雷西亚”之名源于“饲养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享受到米兰带来的温润气息。

　　布雷西亚城堡不仅是城市的象征，而且是意大利最大的堡垒之一。传说，海格力斯爱上了这

个小山的美丽景色，用一圈围墙保护了这个地方，后来建的古城堡则是看守和保护这个城市。

　　玩遍了布雷西亚的湖光山色，如果再泡个温泉就更美了。在布雷西亚有5个温泉疗养站，每家

温泉疗养站都能提供周到的治疗和保健服务。试想经过几天的奔波，躺在惬意的温泉里，端着香

醇的布雷西亚葡萄酒，环顾着蓝天碧水，那种噶巨额，赛过神仙。

交通：可以乘坐从米兰开往威尼斯的国铁，时间需50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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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饕餮美食推荐地

　　米兰餐食也许并不像意大利南方的菜肴充满了阳光气息，但它的精粹菜品仍有浓重的黄金色

调。例如cotoletta，涂了黄油的羊排上撒上脆黄的碎面包；柔软醇香、色泽金黄的米兰特色调味饭

，以肉骨汁调味并用藏红花调色；osso bucco炖羊腿肉，上面撒上香菜、蒜和柠檬皮等；还有搭配

肉或者蘑菇一起吃的玉米或大麦粥；采用南瓜馅配以鼠尾草作香料的意大利饺子ravioli，都是做工

精美，味道可口的特色菜肴。

推荐餐厅

Flash

在这里能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的复古氛围，Fiash内有很多采用当地折叠技术制作的超大比萨饼，

还有美味可口的意大利面食，而所有与cinghiale（野猪）有关的菜肴都是该店的特色菜。

电话：02 583 04 489

地址：Via Bergamini 1

营业时间：11:00~16:00；19: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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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Vigne

店主非常热情和善。这家慢食餐厅的木头架子上摆满了酒瓶。餐厅以采用本地的奶酪而闻名，有

带有香草香味的乳清干酪填充的胡瓜花。

电话：02 837 56 17

地址：Ripa di Porta Ticinese 61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和周日7:30~23:30

 

Italian Bar

这里有盛在各种各样的玻璃杯中的美酒，搭配上美味可口的主菜，如bresaola，是由风干牛肉与刺

山柑、油和柠檬制成。你可以顺道来此美美的吃个早餐，或从下午4点开始喝个下午茶抑或是从晚

上7点开始喝个开胃酒。

电话：02 869 30 17

地址：Via Cesare Cantu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7:30~20:30

 

Nabucco

前边是一个露天的平台，这个私人餐厅得名于威尔第的歌剧，并以此来纪念威尔第。将意大利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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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饭(risotto)、菊苣沙拉(radicchio salad)、烟熏斯噶莫扎干酪(Scamorza

cheese)以及三个蘸有黄油酱的意大利云吞混合起来做成的主菜，让它在这条街上独树一帜。

电话：02 86 06 63

地址：Via fiori Chiari 10

 

El Brellin

El Brellin的烛光花园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地方，这里有现点现做的pasta以及其他著名的米兰特产

。楼上的餐厅可以看到运河边正在通过的行人。在El Brellin周日的自助餐桌上摆满了成盘的咸肉

、煎蛋、用菠菜和菊苣做成的意大利千层面、烤全鲑鱼，还有小店自制的甜点包括油腻的用饼干

填充的巧克力腊肠。早餐和午餐不接受预订，因此需要早来占位置。

电话：02 518 01 351

地址：Alzaia Naviglio Grande 14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全天供应午餐和晚餐，周日11:00~15:00

 

Cracco-Peck

大厨师Carlo Cracco无与伦比的手艺，用所有的溢美之词来称赞这里也不够。Cracco有许多新创意

，例如将海鲜pasta加上espresso酱，或者黑巧克力加鱼子酱。这两种美食曾让他两度荣获“米其林

星级厨师”的称号。

电话：02 87 67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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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Via Alessandro Manzoni 29

营业时间：8月份不供应晚餐

 

Gelatar le Colonne

来这里可以品尝到各种带有原始风味的冰淇林，如大米、苦杏仁、柑橘花等。

电话：02 837 22 92

地址：Corso di Porta Ticinese 75

营业时间：周四至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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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淘宝购物推荐地

　　巴黎、纽约和伦敦可能拥有同样有影响力的设计师、时装周和精美商店，但它们无法与米兰

这个呼吸着时尚和设计，为其而生的城市相抗衡。米兰人强调维持良好整洁公众形象的重要性，

他们视购物为一项社会责任，而不是那种让人内疚的奢侈享受。

        在米兰，有着鼎鼎大名的黄金四角区，蒙特阿波利街（viaMontenapoleone），圣

安德烈街（viaS.Andrea）、史皮卡大道（viadellaSpiga）和Borgospesso，它们就像围城一样形成了

四四方方的一圈，在夏季打折期间经常可以看到打扮光鲜亮丽的男女在门口排队，然后涌进商店

内疯抢的胜景。Gucci、Prada、Versace、Ferragamo、LouisVuitton，这些顶级奢侈品的商店都能在

这里找到，而且价格便宜比国内要便宜很多。

   

1、维托伊曼纽二世拱廊（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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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华丽的购物商场，在这里，有很多购买精品服饰的店铺，而且这个购物商场的建

筑也非常不错，因而你在这里不仅可以观光，也可以购物。中央拱廊下的prada精品店，规模和橱

窗布置都是米兰数一数二的，尤其橱窗布置天天更新，光是站在橱窗外欣赏也是一大乐事。

交通：地铁MM1线SanBabila站，MM3线Montenapoleone站

   

2、蒙提拿破仑街（via monte napoleoone）

　　 这条街可是世界最为著名的奢侈品大道，可以与法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相媲美。在这条

街上，光是gucci和prada这些名品的店铺就各有2～3家，其他知名品牌fendi、louis vuitton、giorgio

armani、gianni versace、moschino等都可以见到。标志性的名牌如法国的chanel、hermes、kenzo、

德国的escada、aigner也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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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堤欧地大道（crso g.matteotti）

　

　　这也是米兰比较著名的购物街，虽然商品的价格比较便宜，但还是能看到许多如max

mara、bruno magli、marella等意大利品牌。其他比较平民化的max&co、benetto

、sisly、stefanel、furla专卖各式上衣的mara camice、牛在系列的replay、diesel都在这条街上。衣服

虽然没有那些名品的范儿，但胜在价格，款式也不错，值得去淘。

   

4、布埃诺斯�阿伊雷斯大街

　　这条大街上的漂亮时装店就不用说了，超市、鱼店、五金店、文具店、露天鞋店、皮带店项

链专卖店等大众消费商店一应俱全，可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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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尚店面

10 Corso Como

这里可能是世界上炒炒作最多的概念店，不过，创始人卡拉-索扎尼对赏心悦目事物一贯聪明的选

择——朗万芭蕾鞋，亚历山大-吉拉尔制作的木偶、香水。马克-纽森为Myla公司设计的物品以及

你还没有听说过的设计师的作品等等。楼上画廊的隔壁还有间书店，出售艺术和设计类图书、杂

志以及影像制品。

电话：02290 02 647

地址：Corso Como 10

营业时间：周一15：30~19：30， 周二和周五至周日10：30~19：30，周三和周四 10：30~21：00

交通：乘坐地铁至Garibaldi站

Antoni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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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前曾是一家电影院，如今在其幕布的映衬下，时尚界出了名的比利时六君子的设计看起来

比平时更巧妙。店里就有男装也有女装，可以看一下价格合理的针织布偶。

电话：02 365 66 494

地址：Via Paoli 1

营业时间：周一15：00~19：30，周二至周日11：00~19：30

交通：乘坐地铁之至Porta Genova站

Biffi

早在阿玛尼和范思哲家喻户晓之前，零售商罗茜-比菲就已看出了两位年轻设计师的潜力，亲自去

看一下比菲收藏的国际流行的男装和女装。

电话：02 831 1601 

地址：Corso Genova 5和6

营业时间：周一15：00~19：30，周二至周六9：30~13：30和15：00~19：30

Iris

知道Iris的人们纷纷来此抢购，费力寻找各种设计的时尚鞋，这里的特许销售品牌有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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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liao、Proenza Schouler、Veroniquinho和Vikton&Rolf.

电话;02 799 988

地址;Via Sant'Andrea 1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10:00~14；00和15：00~19：00

交通：乘地铁至Montenapoleone站

Antonia Boutique

新一代采购者Antonia Giancinti的同名精品店内既有Bottega Veneta这样的本地品牌，也有国际品牌L

am、Lavin、Biba和McCartney，都市化的黑白空间折射出其非凡的审美观。

电话：02 869 98 340

地址：Via Ponte Vetero 1

营业时间：周一15：00~19：00，周二至周六10：00~19：00

交通：乘坐2号地铁至Lanza站

营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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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商店的一般营业时间为9：30～13：00，15：30～19：30，中午会休息两三个小时，周

日及周一上午公休，所以一定要把握好时间，想购物的话，就要安排好逛街的时间。

打折季：

 　　如果手头不是很富裕，可以赶在米兰的打折季来购买商品。在夏季与冬季，一般而言米兰

各有一次折扣机会，时间约为7月上旬～8月上旬，1月下旬～2月下旬，当季商品大约可以打5～7

折，但部分高级名牌店没有大拍卖。

退税办法：

        观光客在同一家商店消费满30万里拉，就可以申请办理退税，视商品的不同，退

税的比例在11～14％之间。

退税步骤：

1、在商店内索取一张“和免税支票”，填上您的地址和护照号码，并详细写明所购的全部物品及

应返还的金额，把免税支票始终与发票一起保存。

2、在出境前把所购物品与免税支票一起提交给海关，海关在免税支票上盖章，作已出口证明，如

不出示物品，海关将不会盖章。

3、在机场向海关官员出示海关印章和到欧盟之外国家的机票，证明您将直接离开欧盟而没有较长

时间的中途停留，就可以把购买的物品放进箱子托运了。记得提前30分钟时间到机场，以准备退

税手续。

4、在欧洲所有重要公路的边境处、客轮和机场上，都设有欧洲免税商店的现金支付部门，可以凭

海关的印章直接退还现金。

旅人提示：

购物和出口的间隔时间，也就是购物日期和海关盖章日期的间隔时间，不允许超过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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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米兰睡个好觉

　　要在米兰找一个物美价廉的住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时装周、设计周以及其他

展览举行的时候，房价更是飙升的令人吃惊。

　　一些在其它宾馆理所当然的服务诸如早餐，有时是需要另外付费的。所以，建议那时出行去

米兰的游客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房间，货比三家，务必明确其所包含的服务内容。

　　米兰大教堂周围那些鹅卵石铺设的街道两旁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旅馆，如果你希望快速步行游

览米兰，可以考虑住这里。同样，黄金广场周边的旅馆也多提供24小时服务。布雷拉区则提供更

放松的当地体验，你也不需要走太远，圣巴比拉广场、公众公园和威尼斯大街周边地区也是如此

。在科莫大街靠近加里波第门的那头也有许多旅馆，这里对于购物者和24小时派队狂人来说非常

理想，单相当嘈杂。中档和经济型旅馆聚集在中央火车站附近，还有许多旅馆靠近熙熙攘攘的布

宜诺斯艾利斯大道和风景秀丽的lima地区。

   

1、星级酒店

Una Hotel Tocq

                                               51 / 76



�������

米兰:时尚之都

位于米兰市中心，内部复古布雷迪家庭摇滚风格的设计形式令人震撼不已，设有典雅的客房和一

间提供意大利和米兰的特色菜肴的餐厅。

电话：02 6 2071

地址：Via Alessio De Tocqueville 7d

价位：双人间205欧元起

3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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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别墅里有三间客房，里边的Eames床单、红色的雅各布森椅子和萨利南皮革制品都可以让你

香甜的睡上一觉。

地址：No. 41 out of 667 hotels

价位：双人间310欧元起

Grand Hotel et de M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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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位于米兰的高档购物区，距离La Scala 歌剧院400

米。威尔第、卡拉斯都曾在这些古色古香的房间里住过。

电话：02 72 31 41

地址：Via Alessandro Manzoni 29

价位：双人间350欧元起

   

2、舒适旅馆

Hotel Ari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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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米兰的第一家生态酒店，酒店内的客房里空气清新，提供纯净水泡的凉茶和营养丰富的早

餐，床垫是纯纤维填充的，香皂和洗发精也是纯天然配方。酒店还提供免费自行车，让你有机会

在米兰繁忙的街道上休闲的逛逛。

电话：02 720 00 556

地址：Largo Carrobbio 2

价位：110~200欧元起

Alle Meravigle

地处市中心一条漂亮的侧街上，仅有六个房间可供住宿。每个房间都用漂亮的织物和鲜花装饰，

而且各具特色。所有的这一切都足够吸引你带着一本书入住这里。

电话：02 805 10 23

地址：Via San Tomaso

价位：145~205

Hotel Nu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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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吸引顾客的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房间很整洁，木制的地板光洁明亮，而且整个城市都在你

的门槛下面。

电话：02 864 64 444

地址：Piazza Beccaria 6

价位：双人间90~130欧元

Art Hotel Navigli

这座四星级宾馆位于运河边，正面看起来并不起眼。迎面而来的是酒红色墙壁和金属雕像的走廊

和休息室。一下房间设计抽象简单，油光洁的木地板和纯平电视。

电话：02 894 10 530

地址：Via Angelo Fumagalli

价位：02 894 10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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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年旅舍和营地

Campeggio Citta di Milano

这个四星级的“露营村庄”，位于中心的西侧，内部的设施包括酒吧、饭店、洗衣房和自行车外

租处，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水上公园（对露营者给予四折优惠）。

电话：02 482 00 999

地址：Via G Airaghi 61

交通：从Piazza de Angeli上的the Di Vittorio站，然后再走400米即到。

价位：帐篷6欧元；小木屋5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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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postello

这个冷清的lsola社区文艺中心里有28张床位可供志趣相投的游客休息。周三晚上会演奏电子音乐

，周日晚上则会表演雷鬼音乐。那里并没有标志，寻找上边有涂鸦的蓝色铁门即可，门上有隐藏

的门铃。

电话：333 175 2272

地址：Via A della Pergola 72

价位：10欧元

La Cordata

这里离运河地区很近，步行便可到达市中心。这些用玻璃和砖建造的房屋装饰比较淡雅、一尘不

染，内部还有无线上网、自助餐厅等。

电话：02 583 14 675

地址：Via Burigozzo 11

价位：多人间18欧元；单人间40欧元；双人间70欧元

Hotel De Albertis

这家小旅馆是由一家热情好客的居民开的，位于居民住宅区街道里的一座雅致的老楼里。房间的

布置很有特色，价位高的房间里设施比较全，有冰箱和免费的宽带。

电话：02 738 34 09

地址：Via De Albertis 7

价位：40~9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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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体验米兰夜生活

　　即使午夜过后，米兰狂热的脚步依然丝毫 不见放慢，留恋于夜总会也是米兰人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米兰夜总会的类型多种多样，从商业氛围浓厚到风格前卫另类，不一而足，但无论

什么类型，尽情享受总不会错。

Gattpardo

这家华丽的俱乐部是在一座教堂的基础上修建的，香槟色的空间里点燃着许多蜡烛，到处摆放着

巴洛克风格的家具。Gattpardo的顾客都有很高的审美情趣，人们需要穿着奇装异服方能进入。

电话：02 345 37 699

地址：Via Piero della Francesca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19:00~4:00

La Banque

位于市中心，前身是一家银行。这里的服务员穿的都很体面，内部既有慵懒的休闲酒吧，还有极

具情趣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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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 345 37 699

地址：Via Porrone 6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18:30开始营业

Old Fashion Cafe

位于Palazzo dell Arte宫后面，有着红色遮蓬，几乎每晚都有DJ演出。

电话：02 805 62 31

地址：Viale Emlilo Alemagna 6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21:00~4:00

Hollywood

这里常有足球运动员和超级模特出入，如果你经常光顾此地，那么你很有可能遇到他们。

电话：02 659 8996

地址：Corso Como 15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22:30~4:00

Gasoline

每周日，这里都会举行同性恋者的茶话舞会，届时将有热闹的迪斯科演出。

电话：02 290 13 245

地址：Via Bonnnet 11a

开放时间：周四至周日22:3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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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米兰交通

   

1、到达和离开

飞机

1、 Linate，米兰马尔本萨机场，英文名 Milan Malpensa Airport ，代码 MXP；

       离市中心较近，可省下机场大巴钱。从机场门口坐公交车，到S.BABILA站下车（坐

此车多数人都在那下，所以跟着多数人下就行），不远处就是米兰红线地铁入口，可到中央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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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票可在机场门口自动售票机买（一欧单程有效75分钟，不过进地铁要重新打一张票）。不过

廉价航空停在这里的不多。

       米兰MALPENSA机场是米兰最大的机场，每年客流量2000万，它连接意大利Lombar

dy北部地区和全世界200个目的地。 ALPENSA机场位于米兰西北37英里(60公里)处，

米兰MALPENSA机场设有两个候机楼。

       米兰MALPENSA机场网站： HTTP://www.sea-aeroportimilano.it/eng/

2、MALPENSA，意大利米兰利纳特机场，英文名Milan Linate Airport ，代码 LIN；

       比较popular的机场，需要注意的是两家巴士公司运营到中央车站的巴士，一家往返

10欧（单程6欧），另一家13欧往返（单程没问过），车和班次差不多。建议选便宜的（有时提供

双层旅游巴士），票是黄底的，贵的是绿底。如果不是高峰时间，40分钟到中央车站。

       利纳特机场是米兰第二大国际机场，主要运行国内和欧洲航线。米兰地处意大利北

部，境内有两个飞机场，分别为米兰马尔彭萨机场（Milan Malpensa International

Airport）、米兰利纳特机场（Milan Linate Airport）。 马尔彭萨机场主要是用于国际航班的起降，

而利纳特机场主要是用于意大利国内航班的起降；米兰利纳特机场Milan Linate Airport

，到米兰市区仅4英里（7公里）。米兰利纳特机场设有一个候机楼。

       米兰利纳特机场网站： HTTP://www.sea-aeroportimilano.it/en/linate/index.phtml/

3、BERGAMO，离米兰不远的一个小城市的机场。

       Rynair一般停在这，可坐绿底车票公司的巴士，单程8欧，往返14.5欧。车程一般45

分-1小时到米兰中央车站。

班车：

机场前往米兰市内的巴士可以到达中央车站和斯福尔扎城堡附近的米兰火车北站。如果到达中央

车站附近，全程需要50分钟，从机场出发的巴士运行时间在5：55～22：45；从市区出发的巴士为

4：35～21：15，班次之间的时间间隔为15分钟，车票可以在机场出口售票处购买也可以在车上购

买。

列车：从机场到达米兰市内的米兰北站，从机场出发的列车的运行时间为6：00～次日1：30，从

米兰北站出发的列车运行时间为4：20～23：00，列车之间的间隔时间为30分钟，车程50分钟，车

票在乘车地点的售票处购买。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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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兰室内中央车站前往马尔彭萨机场与利纳特机场的班车在同一个地方发车，因而在乘车时要

注意确定。

 火车

 　　米兰有8个火车站，但到米兰旅游又以中央车站为主。从罗马乘火车5小时可达米兰，佛罗

伦萨和威尼斯距离米兰仅4小时车程。

　　 在车站的旅游咨询处可以预定饭店、兑换货币。工艺礼品店在宽敞的中央大厅里到处都有，

另外还有出租车乘车处和地铁的入口。

 　　中央车站以外的7个车站，有近郊发出的各站都停的列车和地方列车到达。

旅人提示：

米兰中央车站的客流量很大，因而要注意自己的行李，如果车还没来最好在候车室等待。

长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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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的汽车站在撕福尔采斯科城堡前的卡斯特罗广场，有去往湖水地区、近郊城镇及利迷

的里亚斯特的汽车。另外，还有发往巴黎、伦敦等邻近国家的国际线路。

   

2、市内交通

 地铁  

　　票价每人为1欧元，在75分钟内持地铁票还可以免费乘公共汽车，地铁只有m1、m2、m3三条

路线，比较简单。几乎能通到所有的主要景点。米兰的地铁工人会有罢工的情况发生，如果地铁

公告中出现 sciopero 的字样，就表示在公告时间内，地铁工人将罢工，因此乘坐的时候要注意。

　　 此外，米兰地铁车票多在途中查验，需要保存好。地铁用mm表示，车票在验票处附近的

小卖店有出售，票价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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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 

　　米兰的公共汽车线路较多，有通往专门营运市内线路的公交车，也有通往意大利国内重要城

市及到达欧洲主要城市的线路。市内的公共汽车的票价为每人1欧元，可在75分钟内乘坐任意次公

交车，车票在车站附近的小商店、报刊亭等处购买。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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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的参考价格每千米2欧元左右，有夜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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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推荐行程

第一天

　　清晨坐在princi的石椅上来一杯卡布奇诺咖啡和奶油蛋卷开始你的一天之旅，然后爬上大教堂

的屋顶俯瞰米兰城的风采，当然不要忘了先逛一下peck。

　　接着到埃马努埃莱二世长廊，在欣赏绘画的同时逛逛众多名牌店铺。穿过斯卡拉歌剧院来到

曼佐尼大街，看看庞大的阿玛尼专卖店，接着可以漫步于金色广场附近的街道，这完全要取决于

你的购物热情了。继续走向威尼斯大街浏览各陈列室，从埃马努埃莱大街走回大教堂，在obike

mozzarella享用午餐。

　　补充完能量之后沿着但丁大街前往斯福尔扎城堡，接着穿过公园去参观米兰三年中心里的设

计博物馆。经过视觉的震撼之后再前往布尔加里酒店品尝那里丰盛的意式小吃，然后赶到斯卡拉

歌剧院欣赏歌剧。

　　最后到cafe trussardi吃晚餐，或者是在grom点份巧克力冰淇淋。

 

第二天

　　前往马真塔大街欣赏名著《最后的晚餐》或者观看更具中世纪风格的阿基利�卡斯蒂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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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到bar magenta享用午餐和啤酒，还有chocolat冰淇淋，然后沿着斯福饵扎城堡的围墙前往

布雷拉区。在鹅卵石街道上购物闲逛之后到布雷拉画廊看看。晚餐可以去pescheria da

claudio，最后到科莫大街喝上几杯。

第三天

　　从大教堂广场沿托里诺街到porta ticenese购物，欣赏圣洛伦佐圆柱，之后继续前往纳维利区。

在运河边上的dsteria餐厅吃午餐，流连于附近的店铺，桥那边的托尔托纳区还有更多可逛的地方

。如果累了，就在纳维利的任意一间酒吧里坐坐，然后参观画廊。最后到plastic尽情狂欢，模仿lo

redana berte唱歌到深夜，结束美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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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米兰关键词

   

1、米兰国际时装周

　　米兰时装周（Milan Fashion Week）是国际四大著名时装周之一（即米兰、巴黎、纽约、伦敦

时装周），在四大时装周中，米兰时装周崛起的最晚，但如今却已独占鳌头，聚集了时尚界顶尖

人物，上千家专业买手，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媒体和风格潮流，这些精华元素所带来的世界性传

播远非其他商业模型可以比拟的。作为世界4大时装周之一，意大利米兰时装周一直被认为是世界

时装设计和消费潮流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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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世界各大品牌的时装秀目不暇接。每年举办两次，分春夏时装周（9、10月上旬）和

秋冬时装周（2、3月），每次在大约一个月内相继举办300余场高水平的时装发布会。发布的品牌

包括：Gucci、Prada、Versace、Giorgio Armani、Versace、Fendi等。 　　

　　一年一度的意大利米兰时装周，更是世界顶级品牌和大牌设计师的超级聚会平台，每年来参

加米兰时装周的品牌都是代表国家，并在本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品牌，参加的设计师也要求是在

本国达到顶级综合标准的设计师。每年想要到米兰时装周做发布的品牌很多，但是来此做发布一

定要经过时装周评审团的资格审评才行，评审团是由ARMANI、VALENTINO这样的设计大师组

成的。

   

2、米兰国际设计周

　　米兰国际设计周（salone internazionale del mobile）也被称为米兰国际家具展，是全球家具业的

“奥林匹克”盛会，作为世界家具与家居设计的顶尖展会，是全世界家具、家居、建筑、服装、

配饰、灯具、设计专业人士每年一度“朝圣”的设计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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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最负盛名的家具展每年在fieramilano展览中心举行，通常在4月下旬举办，外围展在

托尔托纳zona tortona举行。展览主题每年会有所变化，比如灯具、附件、办公、厨房和浴室展览

等等。设计师、建筑师和装饰迷们统统聚集到米兰，见识一下种类繁多的椅子，五颜六色的样品

以及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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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旅人提示

米兰街头艺人

1、安全

　　意大利素有小偷多的恶名。通常游人看到的，且深受其害的贼们并非意大利人。他们多为吉

普赛人，多成群结对出现，多小孩妇女。所以，请注意把包、照相机等物品置于胸前等安全处。

米兰的大型商场是窃贼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而且他们还想方设法转移游客的注意力，以便趁机下

手。因此，在商场购物，尤其是出入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商场时，必须特别留意那些经常围着你转

悠的人。

       如若不幸发生丢失，被盗等事件，要及时向附近警察局报案。如丢失护照等重要证

件，应立即向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报告(电话06-8413467)，申请补发。如丢失飞机票，应向原发售单

位和所在地代理机构挂失，并申请补票。如丢失支票，信用证，要立即向开证银行和当地银行挂

失。

2、小费

       意大利有付小费的习惯。在意大利餐馆就餐后要付餐款的约5-10%的小费，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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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3000-5000里拉也就差不多了。

       意大利街头有很多小酒吧。人们去那里用早餐、喝咖啡饮料、买彩票⋯⋯可一般地

，那里的座位是要收费的。也就是说，所买的食物站着用和坐着用是两个价钱。

3、气候

       意大利是冬雨型国家，每年10月到来年4月之间，雨水较多。请别忘记带雨伞。

4、矿泉水

       意大利有两种矿泉水：带汽的和不带汽的。所以，您在买矿泉水时要注意说明。（

意大利文带汽的矿泉水叫：Acqua Minerale Gassata；不带汽的矿泉水叫：Acqua Minerale Liscia）

5、礼节

        意大利人对人的热情程度非常之甚，就算语言不通也不影响他们表达骨子里的热

情。可能在马路上就会遇见陌生的意大利人向你打招呼，会感觉备受欢迎的温馨感觉，女士则可

能会受到意大利男士的热情赞美，不要太过躲避也别太过于热情回应，大方礼貌地接受就好。

        意大利人见面或分别时都用一个词：Ciao，礼节就是左右脸颊交错相触，同时嘴

里发出“咂”的响声以示亲吻。白天问候语是Buon Giorno，晚上的问候语是Buona

Sera。如果要问路的话，要记得说Scusa，完后别忘了说一个Grazie以示感谢。

6、当地官方信息

旅游总局

电话：02 725 24 301

地址：Via Marconi 1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六 8：45am－1pm及2－6pm，周日 9am－1pm及2－5pm

介绍：在大教堂广场，客领取免费的Hello Milano和Milano Mese宣传品，及Milan is

Milano地图。在中央火车站和机场都设有分局。电话：02 725 24 360，办公时间有所区别

周一至周六 9am－6：30pm，周日9am－12：30pm及1：30－5pm

米兰市政委员会 Milan City Council

电话：02 54 668 118

地址：Via Friuli 30

介绍：如丢失财物，可致电求助

警察局

电话：02 622 61

地址：Via Fatebenefratelli 11

外国人事办公室 Ufficio Strani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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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 622 61

地址：Via Montebello 26

介绍：工作语言为英语

7、常用电话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电话：(+39) 06 8413458  

地址：罗马布鲁塞尔路56号

中国驻米兰总领事馆电话：(+39) 02 5520306

医院医疗紧急热线（免费）：118

紧急救护电话（免费）：1180

交通米兰机场问讯电话：(+39) 02 74852200

米兰中央车站的信息处问询电话：(+39) 02 72524360

米兰出租车电话： 5353、8585、6767

报警急救电话火警电话（免费）：115

报警电话（免费）：112

公路急救电话（免费）：116

海上急救电话（免费）：1530

其他帮助电话电话号码查询电话（免费）：12

旅游信息查询电话（免费）：1518

米兰旅游局咨询电话：(+39) 02 809662、7202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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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