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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彩色的中世纪之梦

巴塞罗那还有另一个名字：欧洲之花。这里被塞万提斯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被安徒生称为

“西班牙的巴黎”，它倚靠着碧蓝恬静的地中海，却从不安静，永远奔放。

巴塞罗那是多彩的，像古埃尔公园五彩的蜥蜴般绚丽夺目；高迪、毕加索赋予了这座城市抽象炫

目的特征，它同时拥有热辣的海岸、多样的美食、博大精深的展览馆、神圣奇幻的教堂，更有热

情似火的球迷点燃着这座城市的血液，始终沸腾⋯⋯这个城市有成百上千的理由让你爱它爱得不

能自拔。

巴塞罗那，地中海边的一颗明珠。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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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巴塞罗那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北部，依山傍海，濒临地中海，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高温

少雨，冬季寒冷多雨，全年阳光明媚，气候宜人，适合旅游。如果一定要选择最适合的旅游时间

，那就是每年的5-6月和9-10月。5-6月的巴塞罗那春光明媚，空气湿润，天气极少有阴雨，日照也

不强烈，微风徐徐，最适宜观光。如果对海滨特别感兴趣的游客，建议选择9-10月份去，此时是

当地海水温度最佳时期，海水的平均温度也是20℃，最适宜游泳、下海娱乐，而且这个时候也是

巴塞罗那品尝各种海鲜的好时节。

   

2、签证

所有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赴西旅游的游客均需申请签证。由于西班牙已加入申根协定，所以持

其它申根国的签证前往西班牙旅行也是可以的。西班牙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东、香港都设有

领事馆，办理签证事宜。各领事馆有自己的辖区，不跨区办理签证。

西班牙使馆所有的签证需提前发电子邮件预约面试，并必须由本人亲自提交并领取。预约邮件中

需包括以下信息：姓名、护照号、出行目的、预计出发时间(无需附加申请材料)。建议最少在出

发前一个月预约。

办理申根签证需提供的材料：（申请以旅游为目的的签证）

1、申根签证申请表格，使用大写印刷体手工填写或者打印机填写，不可以使用中文。必需填写联

系方式（手机，电子邮箱）以便之后的各种通知。附加一份申请表格第一页的复印件，签证处盖

章后退回申请人以作签证申请之凭证；

2、一张白底彩色近期证件照；

3、普通护照：有效期为预计离开申根国的时间后至少3个月有效，有2张以上的空白可用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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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页的复印；

4、个人旅行医疗保险：此份保险必需承付申请人在申根国境内停留时所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所需的

医疗救助和返回本国的所有费用。投保金额至少为30000欧元或等值的人民币。持外交护照和公务

护照的申请人无需购买保险；

5、机票预订单：确认的往返机票，机票应在签证颁发后出票付款；

6、未成年人：学生证+学校出具的证明信原件，包含完整的学校地址及电话、准假证明、批准人

的姓名及职位、复印件一份。未成年单独旅行或者和单方家长旅行时：当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时由

双方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出具的，或者当未成年人跟随单方家长或监护人旅行时由不同行的另一方

家长或者监护人出具的出行同意书的公证书，并由外交部认证；家庭关系或监护关系公证书，并

由外交部认证；

7、户口簿原件（无需翻译）及户口簿所有页复印件（针对中国公民）；

8、住宿证明：涵盖在申根国家停留的全部期间；

9、旅行计划：清晰展示旅行计划的文件（交通方式预订, 行程单等）；

10、申请人偿付能力证明：最近3至6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无需存款证明。

11、在职人员需提供盖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由雇主出具的证明信（英文件，或者中文件附

上英文翻译），需使用公司正式的信头纸并加盖公章，签字，并明确日期及如下信息：任职公司

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任职公司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申请人姓名、职务、收入和工作年

限；准假证明。退休人员需提供养老金或其他固定收入证明。已婚者要提供配偶的在职和收入证

明+婚姻关系公证书（由外交部认证），如果单身/离异/丧偶需要提供其他固定收入证明。

12、如果还在犹豫航班问题，可找相关代理做一份机票预订单。这些代理通常会在领事处附近游

荡，若忘了复印某些证件也可找其复印，只是价格较贵，但却可以免去补材料的麻烦，认证也可

以找其代理。

13、保险建议购买曼浮（Mapfre），这是西班牙最大的保险公司，知名度很高也相当可靠。

14、办理时间：15个工作日内，若材料不全，有10

个工作日的时间可以补充所缺材料，并相应的延长审理时间。

15、办理地点：西班牙因私签证中心（只办因私申根签证，无需预约）：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1

3号院1号楼702室。网上可下载申请表，并可了解关于认证的办理地点等信息。

申请西班牙签证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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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票（往返）及住宿的预订记录；

境外旅行保险，此份保险必须能够在其停留在申根国家期间支付如下费用：由于身体原因造成的

突发事件的回国的费用、紧急的医疗护理费用或住院的费用，此份保险最少赔付三万欧元；

中国公司的工作证明，需包括：工资、公司批准或假期证明（注明日期）及担任职务；

申请人最近三个月银行帐目情况清单，如是未成年人，需父母或监护人的经济来源证明及授权的

公证书；

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

两寸彩色照片4张；

填写申请表。

签证办理时间为7个工作日，西班牙大使馆保留要求提交其他材料的权利。

西班牙驻北京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三里屯9号，邮编100600

电话：010-65323629

传真：010-65323401

网址：www.maec.es/subwebs/Embajadas/Pekin/zh/home

电子邮件：cog.pekin.vis@maec.es

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301/303/305室，邮编200002

电话：021-63213543

传真：021-63211726

网址：www.maec.es/subwebs/Consulados/Shanghai/es/home

电子邮件：cog.shanghai.vis@maec.es

西班牙驻广州总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5层

电话：020-38927185

传真：020-28927197

网址：www.maec.es/subwebs/consulados/canton/zh/home

电子邮件：cog.canton.vis@ma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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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驻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领事馆

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18号中环广场53楼5303室

电话：0085225253041/2

传真：008522877-2407

网址：www.maec.es/subwebs/Consulados/HongKong/es/home

电子邮件：hongkong@comercio.mityc.es

   

3、出入境

入境须持有有效签证或西班牙居留证，非欧盟移民持有至少513欧元现金或等值支票、信用卡、国

际汇票。根据欧盟委员会要求，游客不能将动物食品（肉类、肉制品、奶类、奶制品）作为行李

带入西班牙境内，唯一例外的是有包装的婴儿奶粉。其他食品可以带入西班牙，但重量不得超过1

公斤。成人可以携带金额不超过175欧元的物品，小于15岁的乘客可以携带90欧元的物品。

允许18周岁已上成年游客入境可免税携带：200支香烟或50支雪茄或100支小雪茄或250克烟草；1升

酒精度数在22度以上的酒精饮料或2升低于此度数的饮料；一台摄像机或两台照相机（每台相机可

附带10个胶卷）；不超过50克的香水或0.25升花露水，携带化妆水不超过0.25升；普通咖啡500克或

浓缩咖啡200克；茶叶100克或浓缩茶40克。

不得携带毒品或其他违禁品；不得携带仿冒或盗版产品，一经发现海关有权予以扣留。

   

4、退税

居住地不在欧盟的游客在西班牙购物，可以要求退税。西班牙法律规定，要获得免税卡，游客同

一天的购物额不能低于90.15欧元。

退税步骤：

1、在购物商店申请退税发票并出示居住地证明（护照）；

2、出关时出示所购之物，由海关人员在退税发票上盖章（自购物日后3个月内都可以盖章）；

3、向退税公司要求退还税款，所有退税公司在西班牙主要机场都有退税服务台，以便领到退还的

税金现款或将税金直接打到信用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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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在机场退税，尽量早些到达机场留出充足的时间找海关、退税银行和排队。El

Prat机场退税处在T1，工作时间为07:00-24:00。

   

5、货币与小费

西班牙使用货币为欧元，硬币面值为1、2、5、10、20、50欧分和1、2欧元；纸币面值为5、10、20

、50、100、200和500欧元。欧元在我国境内所有中国银行的分行皆可凭身份证直接兑换，汇率在

8.2人民币兑1欧元左右。建议在国内兑换充足的欧元，在巴塞罗那换汇不如国内。欧洲可刷卡的

地方很多，能刷卡可刷卡。带很多现金也不安全。

换兑

在La Caixa或Caixa Catalunya可换兑。不建议在游客集中地地方换汇，如加泰罗尼亚广场附近的兑

换点兑换。酒店也有兑换业务，汇率不高却很保险。

银联卡

可在西班牙、Euro6000下属的银行和花旗银行的ATM上取欧元现钞。按照当天中国银行的汇率从

卡内提取相应人民币。La Caixa银行的大部分ATM都有银联标识，还可选中文菜单。取现手续费

由银联借记卡的发卡银行定，一般在0.5%-1.5%之间。境外使用银联卡在ATM上取款，银联借记卡

单卡每日累计取款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的等值外币，如果要取得多，得关注一下汇率，以免超过每

天的限额。目前，平安银行的借记卡不收手续费，华夏银行的借记卡每天取现前3笔不收手续费。

信用卡

信用卡在西班牙使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刷卡时可能需要看护照。购物基本上都会被要求出示护照

，餐厅则没有那么严格。

小费

虽然西班牙所有的场所收费都已经包括了服务费，但是酒吧、餐馆、酒店和出租车服务有给小费

的习惯，数目依据总费用和客人的满意程度而定，通常为总价值的5%至10%。

旅人提示：

1、信用卡提取现金需要付息或手续费较高，建议ATM取款尽量采用借记卡；

2、不论借记卡还是信用卡，在ATM取现都需要输入取现密码，没有取现密码的信用卡需要在出

国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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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分商店或ATM可能目前没有张贴“银联”标识，建议主动询问商店收银员或银行服务人员

；

4、ATM取款都是先吐卡，再取钞票；巴塞罗那银行周一到周六08:00-14:00营业，6-9月期间周六不

营业。

   

6、电压与时差

电压

西班牙的电器使用220伏特的电压，50赫兹，电源插座适用欧洲系统的圆腿插头。因此需要购买转

换插头。

时差

巴塞罗那采用东一区区时，与北京时间相差7小时；每年3-10月夏时制实行期间，当地时钟会拨快

1小时，时差为6小时。

   

7、通讯与邮政

通讯

西班牙国家电话代码：34；在西班牙国内拨打本国电话，没有区号的概念，无论本地还是外地都

要拨9位电话号码，查号拨打11818。

Vodafone、Movistar、Orange是西班牙主要的三个通讯品牌，可购买任意品牌的手机卡。这些品牌

的话费较高，但Vodafone上网很便宜。除此之外还有Yoigo、Happy

Móvil等廉价品牌。如果在西班牙停留时间不长并需要打国际长途即可购买Happy Móvil，SIM卡

购卡价格即为卡内话费余额，随打随充，方便实惠，打回中国的话费更是低廉。话费详见商店内

的提示。

推荐SIM卡1：Dolphin，适合需要上网的游客。每周花费4.13欧元，内含7天无限上网，50条免费短

信，拨打西班牙电话每通接通费0.15欧元+每分钟0.09欧元，接听免费。

推荐SIM卡2：Tarjeta mundo，适合需要打电话回国的游客。售价9欧元，拨打西班牙境内为0.07欧

元/分，接通费0.25欧元/次，接听免费，拨打国内固话0.01欧元/分，拨打手机0.02欧元/分，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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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月。

邮政

西班牙任何地方都可寄信，并可在当地烟草专卖点叫做Estancos或Tabacos的地方盖邮戳买邮票。

信件或明信片需要投到在街道、车站或者机场里的邮筒里。如果下榻的酒店有寄信服务，也可以

把信件放到咨询台由他们代为寄送。如果要寄包裹、汇钱或者拍电报，则需要到邮局去，邮局也

提供电报和传真服务，大部分酒店也可以发传真。

西班牙邮政系统叫做Correos，街上黄色并标有Correos的为邮筒，寄往中国的明信片邮费为0.75欧

，详情可参见www.correos.es

   

8、巴塞罗那优惠卡

巴塞罗那卡（Barcelona Card）

游客持巴塞罗那卡可以享受免费乘坐交通工具(包含机场地铁)，在100多个景点、餐厅、博物馆、

商店、娱乐设施可以享受免费或折扣。如果在网上提前定卡，还可以享受更多优惠，可到达之后

前往指定地点取卡。优惠卡有为期2-5天不等的多种，价格也不同，在巴塞罗那旅行咨询办公室和

巴特约之家都可以买到。优惠卡附赠指南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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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0034932853832

售价：2日卡成人29欧元，儿童（4-12岁）25欧元；

3日卡成人35欧元，儿童30欧元；

4日卡成人40欧元，儿童32欧元；

5日卡成人47欧元，儿童37欧元

主要优惠项目：

交通：市内公共交通（公共汽车、地铁等）免费、机场列车免费、机场巴士8折、观光巴士7.5折

、巴士购物游7.5折；

景点：毕加索博物馆5折、加泰罗尼亚历史博物馆7折、巧克力博物馆7折、巴塞罗那现代文化中心

（CCCB）8折、巴塞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MACBA）8折、米罗基金会8折、塔比埃斯基金会8折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MNAC）8折、高迪博物馆8.8折、巴特约之家8折、加泰罗尼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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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宫8折。

官方网站：bcnshop.barcelonaturisme.com

巴塞罗那艺术联票/通卡（Articket Barcelona）

购票人可以在购票日起60天内免费参观巴塞罗那7个顶级博物馆，票价30欧元，网上预订有优惠。

包括：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MNAC）、米罗基金会、安东尼�塔皮埃斯基金会、米拉之

家、毕加索博物馆、巴塞罗那现代文化中心、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

官网说明：bcnshop.barcelonaturisme.com

观光巴士优惠券

随观光巴士车票（大眼睛）附赠的优惠券，参观沿线多数景点都有20%-50%的优惠，还有很多餐

厅和商店的打折券。

   

9、危险和麻烦

巴塞罗那的治安状况不算很好，针对游客的盗窃和抢夺时有发生。建议游客护照等重要文件不要

随身携带，最好寄存在旅馆保险箱内。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够当天使用即可；在哥特区、兰

布拉大道、格拉西亚大道等地游客聚集的地方遇到小偷的几率较高，要随时看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

出行前准备护照复印件，历史护照复印件，2寸照片，当地警察证明，把所有的机票，证件，都扫

描PDF了放在电子邮箱里，万一纸质版的遗失，还有电子版备用。另外切记有事找大使馆，远比

找当地警局来的靠谱。

   

10、漫话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文化的发祥地，它比马德里更为古老，在西班牙的大部分历史上它的地位

都比马德里更为重要。

作为一个欧洲城市，巴塞罗那却一点都不欧洲，细数欧洲著名城市的标签，巴黎浪漫，伦敦古板

，柏林沉重，雅典神圣，罗马厚重，伯尔尼低调⋯⋯它们大多充满了古老神秘的西方文化色彩，

百年前和百年后似乎连地图和街景都能一成不变亘古流传，但提起巴塞罗那，那绝对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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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实在太“非典型”，古色古香的经典雷同很难寻觅，而标新立异造型乖张的艺术载体却

存在于巴塞罗那的每一个角落，就连街角的灯和路上的地砖都有能折服你的另类气质。比起巴黎

人对卢浮宫金字塔的深恶痛绝，巴塞罗那人对阿格巴塔的接受程度简直太过自然，因为那根本就

是巴塞罗那城市气质再普通不过的构成，在巴塞罗那人眼里，没有那么多惊世骇俗。

但即便这么不具有欧洲典型气质，巴塞罗那人的自豪感也难以掩饰，不论对历史还是文化，或是

对城市本身。街边随处可见的高迪建筑与城市风光的各种纪念品，人流之中频频闪现的红蓝色与

球队队徽，无一不象征着一座城市的居民对自己的无限自豪。尽管它的名声并不算太好——巴塞

罗那是小偷人数全欧第一的城市，这一点超过了巴黎和罗马——但敝帚自珍的情感是每一个巴塞

罗那人都有的，他们热情，奔放，甚至带着一点点神经质般的天真和童趣。

   

11、盛产天才的城市

巴塞罗那是一座盛产天才的城市，是号称“西班牙四杰”的伟大的建筑师和艺术家高迪、达利、

米罗、毕加索的故乡。

超现实主义画家和版画家达利具有非凡才能和想像力，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与毕加索、马

蒂斯一起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画家。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

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而米罗在现代艺术中占有一席不是最高的却

是无人争夺的地位，是超现实主义绘画的伟大天才之一。他们非凡的艺术天才为这座城市留下了

不可估量的艺术财富和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渗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

但所有天才的光环到了巴塞罗那，都会被高迪的光芒掩盖，所以才有这么一个说法——巴塞罗那

是高迪一个人的城市。

一百年来，那些造型奇特色彩艳丽的屋脊、烟囱、阳台和墙面依旧在地中海炽热的阳光下闪闪发

光，这是比任何业界的赞誉更能让一个建筑师感到欣慰的。可惜这些高迪死前从未享受到。他生

前存在的意义似乎就是让整个巴塞罗那陷入尴尬，他的建筑构思来源于山脉、洞穴、树木、动物

等大自然给予的灵感，认为“直线属于人类，而曲线属于上帝”。那样的建筑和室内设计纯粹就

是为了挑战当时的审美，这种大幅度的颠覆，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建筑的认知和延续了几千年的几

何感和秩序感。但不得不承认，圣家堂、米拉公寓、巴特约之家、古埃尔公园⋯⋯高迪带给这座

城市的一切再没有哪个人可以重复，只要看看巴塞罗那已列入西班牙国家文物的17幢各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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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就知道高迪没有辱没作为一个天才建筑家的使命，正是因为高迪，才有了巴塞罗那今日

更辉煌绚烂的美丽。那些在他生前被人嘲笑和讽刺过的心血，如今每一座都是这座城市再也难以

复制的珍宝。他一手浇灌出这座城市最美丽、最奇特、最有生命力的花朵，历经百年，从未凋落

。巴塞罗那因为有高迪才有灵魂，虽然有可能很多人并不接受他的怪异，但无论如何，巴塞罗那

人还是感谢高迪的，否则今天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络绎不绝的游客，给他们带来滚滚财富。

   

12、足球的光荣与梦想

比起那些光怪陆离的建筑，对球迷而言也许诺坎普球场才是他们朝圣的地方。在球迷看来，将所

有时间都泡在俱乐部应该是最佳选择。诺坎普的热情是销魂的，球场内外的人们提到足球时那天

真的兴奋会让某些只会谩骂的球迷自惭形秽。诺坎普的巴萨专卖店中贴着一句标语，大概意思是

：努力让那些穿着巴萨产品的球迷为此自豪。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球队在粉丝的支持下成长，

粉丝以球队带给他们的精彩与快乐为荣。真正融入这座城市的气息与旋律。

诺坎普攻略

买票

在网上买票是最佳的选择，通过官网，对诺坎普并不熟悉的你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自己的座位并

完成选择，而且不必担心到现场没票白跑一趟。在国内的话通过官网购票网速较快，网站只有英

语、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提供服务，一般联赛场次的票都是可以直接打印的。

选择位置

诺坎普的设计相当给力，基本的座位都能看清场上的比赛，所以购票者不必担心看不清楚而痛下

血本买最贵的球票。当然，票价和效果好坏基本成正比。如果是几个人同时去看球的话，除非特

别无聊的场次，否则你买不到在一起的票的。

足球周边购物

官网上对FCBotiga（即俱乐部官方商店）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巴塞罗那各店地址：

Nou Camp

FCBotiga Sagrada Familia

FCBotiga Centre Comercial Maremàg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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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Botiga Ronda Universitat, corner Plaza Catalunya

FCBotiga Jaume I n�18

FCBotiga Aeropuerto de Barcelona

FCBotiga Sants Estación

买带号球衣印号要收费，没号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尤其“1”和“0”两个数字。这些店的生意

都不错，尤其诺坎普旁边的那个，印号可能要排队。如果是比赛前后买东西人都会相当多，所以

一定要安排好时间防止错过比赛。FCBotiga购物如果达到退税标准的金额可以退税，结账时记得

向收银人员索要duty free的东西，然后走之前在机场盖章退税即可。

交通

L1、L3、L5三条线路都可以到达诺坎普附近，L1的Pla�a de

Sants站是该线路上离诺坎普最近的；L3的Palau Reial、Maria Cristina、Les Corts等连续几个站离诺坎

普的距离相差不大，所以这条线路上连续很多站都有看完球的球迷陆陆续续上车。不论是哪个地

铁站，下车之后距离诺坎普还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路程，如果不确定怎样走到诺坎普的话就问周边

的商店或者其他一切有空的人，他们一定会很热情地告诉你。

   

13、光影中的欧洲之花

Todo Sobre Mi Madre（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佩德罗�阿莫多瓦

这是阿莫多瓦饱受争议的最著名的作品，起于一场发生在马德里的悲剧，然后迅速转移到巴塞罗

那，最初是对夜晚的圣家堂的惊鸿一瞥，就是在这里，这城市之舟十足的浮力让电影驶入了一个

全新的强劲而耀目的方向。在这色彩鲜明层次丰富的女性赞歌里，艺术折射生活，生活反映艺术

，美妙地捕捉到了这城市本身的活力与慷慨的灵魂。

出现场景：圣家族教堂、加泰罗尼亚音乐厅、戴尔马尔医院、梅迪纳塞利公爵旧邸

En Construcción（建筑进行时；又名工作进行时） 何塞�路易斯�格林

1998年，一项旨在清理“唐人街”修整计划在巴塞罗那展开，这是一条工人阶级的街区，也是很

多移民，妓女，贩毒者和无家可归的人的家。通过电影，我们看到了种种庞杂的图景，听到砖瓦

匠和建筑对话的碎片，伴随周围着越砌越高的墙，以及刚发掘的罗马墓。

出现场景：中国区（现在叫做巴尔区）、阿波罗、三支烟囱、圣保罗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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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la Ciudad（在城中） 赛斯科�盖

《在城中》把镜头对准了巴塞罗那，让我们得以一窥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影片捕捉到了现今的

社会风俗。

出现场景：吕勒尔歌剧院、国家图书馆、小巴塞罗那

午夜巴塞罗那 伍迪艾伦

那些为我们所知的关于城市的美丽镜头，包括那些如画的地标建筑，都在影片中完美的展现，伍

迪拍到了巴塞罗那的魔力。

出现场景：圣家族教堂、古埃尔宫、米罗博物馆、兰布拉大道、哥特区、4只猫餐厅、圣玛利亚大

教堂、奥林匹克港附近的地中海

过客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大卫�洛克以另外一个人的身份从非洲起飞，到了巴塞罗那。尽管电影中只花了15分钟的时间来

展现巴塞罗那，对奥运会前夕的巨大改变到来之前的巴塞罗那的捕捉仍旧令人记忆深刻。人们看

到老旧破败的兰布拉大道，以及蓬乱的米拉之家，纷繁的衣物从宏伟的屋顶上伸出来晾晒着。

出现场景：东方旅馆、兰布拉大道、Umbráculo del Parc de la Ciutadella、古埃尔宫、拉佩德拉

西班牙公寓 塞德里克�克拉皮斯

你是否曾经对一个研究伊拉兹马斯的学生的生活好奇过？跟着巴黎人沙维到巴塞罗那看看他与六

个学生分享一栋公寓的那些年月，你就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这是一部有趣而浅薄的电影，展

现了巴塞罗那的许多热闹的地方。

出现场景：莱纳塔大道、皇家广场、古埃尔宫、小巴塞罗那海滩、兰布拉大道、巴塞罗那大学、

圣家族教堂、帕洛玛街

美错 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

电影的背景设在工人阶级居住的脏乱的城市近郊，电影的光辉在于它并无矫揉伤感之处，这多亏

了摄影师粗糙的摄影技术以及演员卓越的表演，带我们去到那些观光巴士永远不敢带我们去的地

方。

出现场景：圣亚德里亚德贝索斯、圣克洛玛德格拉内特、Hospitalet de

Llobregat、加泰罗尼亚广场、皇家广场

En la Puta Vida（在这棘手的生活里） 贝阿特里斯�弗洛雷斯�西尔瓦

此片部分是南美肥皂剧，部分是西班牙喜剧，同时也是基于离兰布拉大街不远的真实街区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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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分现实的问题的一部聪明的戏剧。

出现场景：拉尔瓦区、皇家广场、格拉西亚大街、巴特洛公寓

土地与自由 肯�洛奇

在洛奇对奥威尔和西班牙内战致敬的镜头里，巴塞罗那很难辨认，即便这个城市扮演着主要角色

，但是很奇怪的是，电影很少谈到它。众人皆知的左派内部混战显然被描绘成兰布拉五月枪战，

地点在现在的瑞沃里酒店，摩卡咖啡馆，波丽尔摩瑞剧院，尽管现在已经难以辨识旧迹。

出现场景：里贝拉街、Carrer de les Trompetes、自治区政府、兰布拉大街

巴塞罗那 惠特�斯蒂尔曼

冷战的十年中，巴塞罗那有许多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美国在西班牙的出场的反美情绪。美国

的建筑经常被轰炸，“美国佬滚回家”的的涂鸦也随处可见。在这样的氛围里，导演一边呈现这

个城市的美景的同时，也传递出他对巴塞罗那既幽默又深刻的的看法。

出现场景：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展览大街、孟特惠克、大教堂、罗马墙、哥伦布纪念碑、格拉西

亚大街、加泰罗尼亚音乐厅、波恩区、圣保罗医院

   

14、巴塞罗那节庆

西班牙的节日丰富多彩，每年约200多个，除国庆、元旦、圣诞、复活、圣周等一些重要的传统节

日外，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节日。巴塞罗那作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重要城市

，也有着自己的独特传统。无论旅行时碰上哪一个，你都能见到最真实的西班牙人和他们最疯狂

的庆祝方式。

三王节 Día de Los Reyes

在西班牙，每年1月6日是传说中东方三王向圣婴献礼的日子，这一天父母要向未成年子女赠送礼

品。西班牙人认为为他们带来礼物的不是圣诞老人而是骑著骆驼来的三个国王，所以三个国王节

就俨然成为西班牙当地的圣诞节。

圣乔治节 Día de Sant Jordi

加泰罗尼亚最重要的节日，因为圣乔治是加泰罗尼亚的保护神。这一天恋人间互赠玫瑰花与书籍

，这种风俗已经扩展到其它国家，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因此宣布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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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胡安节 Día de Sant Joan

加泰罗尼亚最疯狂最热闹的节日之一，在整个加泰罗尼亚的地区都保持着其特有的活力和广泛参

与性。6月23日的仲夏夜晚会会在许多街道和广场上不停地鸣放爆竹和烟花，也被称为“烟花之夜

”。在浪漫烟花的感染下，人们大口地痛饮卡瓦(cava)汽酒，还会吃一种由水果蜜饯和松子制成的

名叫“Cocas de Sant Joan”的传统甜点。在街道和广场各处还会看到由木材和旧家具点燃的一团团

篝火，狂欢庆祝活动一直会持续到黎明。最后，人们会聚集在海滩边观看日出，迎接一天的公共

假日。

加泰罗尼亚民族日 Día de Catalu�a

每年9月11日这一天，人们悬挂加泰罗尼亚的旗帜，祭奠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很多地方的广场举行

著名的叠人塔比赛，还有跳加泰罗尼亚独有的萨尔达纳舞。

圣梅尔塞节 Día de la Merced

即巴塞罗那守护神节，在每年的9月24日，这期间叠人塔和鬼怪游行是最重要的活动。

Primavera Sound音乐节

每年5月30日-6月3日举行，是大牌云集的前沿音乐节，在巴塞罗那最为流行，期间会有流行、摇

滚、舞曲等各种音乐流派。

Sonar国际电子音乐节

每年6月11日-6月18日举办，号称欧洲最盛大的电子音乐节，高密度聚集全球一流DJ，市内几乎所

有酒吧、夜店、俱乐部届时都会加入这场全城派对。

同性恋大游行

六月的最后一周是巴塞罗那同性恋狂欢季，其间会上演各种演唱会、文化交流活动、运动比赛等

，各慈善机构以及巴塞罗那的同性恋群体会走上街头以游行的方式为加泰罗尼亚喝彩。

   

15、前往巴塞罗那

目前，国内需转机才能到达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安普拉特机场与欧洲各大城市有密集的航班往来

，大多数游客会选择马德里做为转乘地。

除此之外，不同航空公司经转地点也不同，如俄航在莫斯科、南航在阿姆斯特丹、法航在巴黎中

转等，可根据行程的不同选择不同航空公司。就航空公司而言，乘坐欧洲航空会得到较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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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价格也相对低廉；中国国航价格较高，但语言交流比较好。

多数廉价航班停靠Reus和Girona机场，这两个机场离市区较远，但都有大巴往来于市区与机场之

间。需要计算好出行时间，以便准时到达机场。

   

16、其他提示

游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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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09:00-21:00（12月25日、1月1日休息）

电话客服中心：0034932853834

电话客服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六08:00-20:00

周日及节假日08:00-14:00

官方网站：www.baicelonaturisme.com

以下几个位置设有游客服务中心：

加泰罗尼亚广场信息处、兰布拉大街115站台、哥伦布纪念雕像旁、圣哈乌美广场信息处、巴塞罗

那火车站信息处、巴塞罗那机场信息处、巴塞罗那港口信息处

营业时间：

西班牙人的作息时间一般比中国的习惯晚1-2小时，而且有午休的习惯，需要在安排旅行计划时特

别注意。

商店一般是09:30-13:30、16:30-20:00，中午休息；大型百货公司10:00-21:00，中午不休息，星期日

绝大多数商店不营业；

餐厅一般早餐08:00-10:00，午餐13:00-15:30，晚餐20:30-23:00；

药店09:30-13:30、16:30-20:00，中午休息。周末和夜间各药店轮流值班，值班的药店在门口有营业

标志，当地报纸上也会刊登；

博物馆等景点多数周一闭馆，周末和节假日开放到14:00左右，圣诞节、复活节等重要节日休息。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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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官方语言为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语两种。常见标识通常是两种语言的，当地人大部分可以说

英语。

你好！ Hola!/Hola!/hello!

你好吗？ Cómo estás?/Com estàs?/How are you?

再见！ Adiós!/Adéu!/Good Bye!

谢谢你！ Gracias/Gràcies/Thank you!

对不起！ Perdón/Perdó/Sorry!

火车站 Estación de tren/Estacio de tren/train station

公共汽车站 Parada de autobus/Parada d'autobús/Bus stop

机场 Aeropuerto/Aeroport/AirPort

多少钱？ Cuánto vale?/Quant val？/How much?

贵!  Caro/Car/Expensive!

街道 Calle/Carrer/Street

公园 Parque/Parc/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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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巴塞罗那不得不做的事

一直有人说塞韦利亚是西班牙最值得去的城市，那里拥有了西班牙所有的一切：斗牛、弗拉门戈

、美食、教堂、穆斯林建筑、艺术气质；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大火之后，更多的年轻男女

倾向于去马德里寻找浪漫，可是惟独有一类东西你必须去巴塞罗那寻找，那就是高迪及其他许许

多多的艺术之魂。

是男人有生之年一定要去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有男人需要学习的精神——挑战与自省；是女人有

生之年也一定要去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有女人渴望浸染的气质——风情万种与奔放热烈。

   

1、去小巴塞罗那 感受地中海的热辣

在小巴塞罗那海滩，即便是旅游淡季，也有不少在海边跑步、骑车、遛狗的人，水里有冲浪、搞

帆船的人，可以想象到了旅游高峰的7、8月份，这里没准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沿着兰布拉

大街向东走到尽头便是哥伦布广场，著名的哥伦布纪念碑矗立中央。广场东侧是当年哥伦布远航

出海口，现在是港口深水码头，海里停泊着哥伦布航海时乘的“拉尼亚”号帆船复制品，供游人

参观。长长的海岸线铺着一条别具一格的彩色石板人行路，与惹人心醉的蓝色海洋仅隔一条十几

米宽的金色沙滩。每隔一段路都有仅供情侣两人面向大海的石头座椅。道路两旁种植着高大挺拔

的棕榈树，翠绿的阔叶随海风摇曳，仿佛向行人发出种种神秘的信息。

   

2、多样美食 品味浓郁的西班牙风味

提到巴塞罗那，海鲜饭、火腿、各种tapas一定要去尝，就算还没吃到口中，光是看着那张张色彩

张扬的图片，就能引得口水直流。各类龙虾、墨鱼、贝壳，各类西班牙面食、香肠、色拉、甜点

，样样出人意料的美味。中国人的胃在西班牙不用担心水土不服不被满足，你吃不惯火腿，那就

吃海鲜；吃不惯海鲜，那就吃tapas，吃不惯tapas，那就吃paella⋯⋯在这个非典型欧洲城市里，美

食也是兼容并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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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逛兰布拉大街 化身行为艺术家

在欧洲，流浪是艺人们一种很常见的生活方式。而加泰罗尼亚则把这个概念推到了极致。巴塞罗

那的兰布拉大街更为人所熟悉的称呼就是“流浪者大街”。不同种族和语言、来自世界各地的流

浪者和艺人云集此地，不把所谓“街头艺术”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决不甘休。当你徜徉街头，

发现远处有一处金铜色的雕塑而快步走上去时，记住，绷紧你的神经，如果它突然向你扑来，不

要花容失色，不要惊声尖叫，不如抱住“它”合个影吧。或者，穿上件奇装异服，争取吓倒几个

别的游客，过足瘾。

   

4、置身不和谐街区 观奇幻色彩

巴塞罗那的格拉西亚大道上云集了各类富商们的公寓，那个年代有钱人互相之间拼的不是车马，

而是住所的外观。“不和谐街区”最为瞩目，这个街区拥有巴塞罗那最重要的四位现代主义建筑

师的建筑：路易斯�多梅内克�蒙塔内尔、安东尼�高迪、何塞�普伊赫�卡达法尔克和安瑞科

所设计的四幢风格迥异的建筑，它们全部建于20世纪初。在格拉西亚大道上，除了欣赏高迪所构

建的超越时空的立体世界外，千万不要忘记去观赏这些代表西班牙现代建筑大师杰作的精美建筑

，这个街区传递的态度就是——巴塞罗那不只有高迪。

   

5、去圣殿诺坎普 做最骄傲的球迷

如果你是一个足球拥趸，如果你是巴萨的粉丝，那你绝对不能错过伟大的诺坎普球场。每个球迷

心里都有一个巴塞罗那，这浓烈的爱就源自巴萨，源自圣殿诺坎普。那是输了赢了都无法改变的

热爱，爱巴萨妩媚又倔强的红与蓝，爱巴萨一百多年颠簸不凡的历史，爱它独特的性格，爱它坚

持的原则。诺坎普里挥洒的是足球的激情，承载的是球迷的信仰。能容纳超过10万人的诺坎普球

场虽然没有太多值得炫耀的先进设施，但是那种与生俱来的王者气场和历史底蕴却足以震撼每个

球迷的心，如果时间不允许你进场观看比赛，也完全值得参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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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巴塞罗那 歌与舞的传奇

西班牙人以能歌善舞著称，巴塞罗那人更是歌舞的佼佼者，尽管这座城市并不是西班牙欣赏弗拉

门戈舞最好的地方，但也许是因为巴塞罗那人天生就有着艺术家的气质，于是很自然的，歌舞便

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那些热情而又富于动感的舞蹈似乎融入到了西班牙人的骨髓。在

巴塞罗那，你可以选择在某个小剧场看一场精彩的弗拉门戈舞，也可以走上街头，看流浪艺人的

随性表演，千万不要错过如此精彩的时刻。

   

7、设计一次致天才的朝圣之旅

在设计迷、建筑迷的眼中，巴塞罗那是高迪一个人的城市，它的精彩全拜高迪所赐。不看高迪的

建筑，就不叫到过巴塞罗那。这个生前癫狂、死时潦倒、身后辉煌的旷世奇才，穷尽一生，为巴

塞罗那留下了数个世界级的巨作。他大量运用缤纷的西班牙瓷砖，用无数的曲线和自然线条向上

帝致敬，他给世人留下诡异奇绝的米拉之家、童话般的古埃尔公园、缀满骷髅的巴特约之家，还

有至今未完工，宏伟怪异的圣家教堂⋯⋯如果只能选出巴塞罗那唯一的精彩元素，那一定是高迪

的作品，它们存在于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在路灯的铁艺上，在地砖的缝隙中，在城市的灵魂里

。

   

8、生活的气息 菜市场也光鲜

假如有机会到当地的农贸市场走一遭的话就千万别错过，往往在这里才能近距离了解这座城市的

风情。有“欧洲的菜篮子”之称的波盖利亚市场，据说是欧洲最古老、最地道的食品市场。踱步

进入这间老市场，舌间、心底、胃囊......潜藏于身体每个部位的食欲瞬间都能被诱发出来。

波盖利亚市场从1840年就开始营业，这家老得不能再老的市场没有我们惯见的凌乱和污浊，各个

摊位上井然码放着新鲜上市的水果、蔬菜、糖果、火腿、鱼虾，像列兵一样排得整整齐齐，色彩

缤纷，错落有致，还有穿梭其间的美女帅哥售货员，一个个衣着整齐，举止言谈彬彬有礼，让人

目不暇接。同样的一日三餐，同样的柴米油盐，波盖利亚市场的小贩们能让它变得如此活色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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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诞生高迪、毕加索、达利、米罗等众多大师的土地上，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就连

菜市场的小贩，也能让生活中最琐碎的片断变得如此艺术，如此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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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景点详细介绍

景点地图

   

1、圣家教堂 La Sagrada Familia

加泰罗尼亚文为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ília；西班牙语为Templo Expiatorio de la Sagrada

Familia；英文直译为Expiatory Church of the Holy Family，即圣家的赎罪教堂，一般简称圣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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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圣家教堂也叫神圣家族教堂、圣家赎罪堂，是由西班牙最伟大的建筑设计师高迪设计的。我们一

定会记得在巴塞罗那举行奥运会时，每当电视中出现运动会的主题图像，和着庄严悠扬的歌声，

圣家大教堂像玉米一样奇异的尖顶梦幻般地耸立于茫茫雾气之中，那种超然遗世的美感令人过目

难忘。

无论身处城市何地，都能抬眼望见神圣家族大教堂。整个建筑华美异常，令人叹为观止，是建筑

史上的奇迹。登上教堂顶部平台，巴塞罗那城区尽收眼底。教堂气势宏伟、雕饰精美，四座尖塔

直入苍穹，成为巴塞罗那引以为自豪的象征。这是一座被法国人大呼“奇特”的教

堂。西班牙最伟大的建筑师安东尼�高迪给了她生命的框架。

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圣家教堂，尖塔两两并肩，挺拔高耸，顶部装饰着色彩夸张的马赛克，它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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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欧洲之花
特式的幽灵，刺激着人们的眼睛和习惯于传统的大脑，令人目瞪口呆——建筑还可以是这个样子

！尖塔下面有一个令人熟悉的巨大尖拱和圆花窗，那些细小怪异的装饰就像钟乳石一样垂挂下来

，纯正的哥特式布局被这些个性化的装饰“吞食”了。即使它没有金光灿灿的外墙，即使它拥有

的只是钢筋水泥，甚至没有大理石花岗岩，但当你触摸它们的粗糙质感的外墙时候，却能突然醉

心于它的美。

这是一座充满象征主义符号的建筑，是一部用石头雕刻出的《圣经》。教堂的三个立面分别描绘

出耶稣的诞生、受难和上帝的荣耀，代表着耶稣神性的三个方面，布满描述圣经场景的浮雕。按

照高迪的设计，教堂一共有18座尖塔，分别代表基督、圣母玛利亚、12门徒和4位福音使者。墙面

主要以当地的动植物形象作为装饰，正面的三道门采用了高迪惯用的彩色瓷片。高迪说，他以教

堂的三面象征耶稣的诞生、受难和复活，18个圆形尖塔分别代表他的12个信徒、4个传教士和圣母

玛丽亚，中间最高的那个则象征着耶稣，他还一再指出那些怪异的几何形体、雕塑和浮雕的含义

。其实我们不必太看重他的解释，这不过是高迪表露激情与个性的托辞。直到现在，教堂内部仍

然像是一座大工地，一共只完成了8座尖塔，高高的塔顶上还布满了脚手架。这一切，只因为所有

的灵感和图纸设计，都深植于高迪的脑与心中。它的梦幻浪漫、怪诞陆离，吸引了来往于这座城

市的所有目光。

导游服务时间表：

上午：11点英语，12点西班牙语，13点英语，全年服务

下午：15点英语，16点西班牙语，17点英语，仅在5-10月服务

也可以租用语音导览器，有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可选

门票：13.5欧元；18岁以下儿童、学生、老人11.5欧元；门票加语音导游机15欧元；登塔电梯票4.5

欧元

开放时间：10月到3月09:00-18:00；

4月到9月09:00-20:00；

12月25日和26日、1月1日和6日09:00-14:00

语音导览在闭馆前1小时结束。

12月25-26日、1月1日、1月6日教堂部分关闭。

地址：Calle Mallorca, 401, 08013 Barcelona

地铁：2线（紫色）、5线（蓝色）至Sagrada Familia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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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巴士：蓝线在Sagrada Familia下

   

2、米拉之家 Casa Milà

米拉之家，曾被称为“采石场”，它以怪异的造型而闻名于世，是高迪专门为实业家佩德罗.米拉

设计建造的。 

(图片由网友 @西厢醉看红颜 提供)

米拉之家位于街道转角，地面以上共六层（含屋顶层），这座建筑的墙面凸凹不平，屋檐和屋脊

有高有低，呈蛇形曲线。建筑物造型仿佛是一座被海水长期浸蚀又经风化布满孔洞的岩体，墙体

本身也像波涛汹涌的海面，富有动感。米拉之家的阳台栏杆由扭曲回绕的铁条和铁板构成，如同

挂在岩体上的一簇簇杂乱的海草。其平面布置也不同一般，墙线曲折弯扭，房间的平面形状也几

乎全是“离方遁圆”，没有一处是方正的矩形。1984年，米拉之家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门票：16.5欧元，学生14.85欧元，残疾人14.85欧元，7至12岁儿童8.25欧元，6岁及以下免费

开放时间：11月5日至2月28日周一至周日09:0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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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至11月4日周一至周日09:00-20:00

1月1日11:00-18:30

地址：Carrer Proven�a, 261, 08008, Barcelona

公交：7、16、17、22、24、28路公交可达

地铁：3线（绿色）、5线（蓝色）至Diagonal站

旅游巴士：红、蓝两线都途经米拉之家

   

3、古埃尔公园 Park Güell

1月1日11:00-18:30

地址：Carrer Proven�a, 261, 08008, Barcelona

公交：7、16、17、22、24、28路公交可达

地铁：3线（绿色）、5线（蓝色）至Diagonal站

旅游巴士：红、蓝两线都途经米拉之家

   

3、古埃尔公园 Park Gü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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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高迪的另一件传世佳作就是古埃尔公园。古埃尔公园中的建筑是高迪创作生涯成熟时期的代表作

，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公园入口处的两座小楼的屋顶上也有许多小塔和突出物，造型

非常古怪，它的外表镶嵌着白、线、棕、蓝、绿、橘红等色的碎瓷片，图案怪异。

进园后一条造型特别的有分有合的大台阶把人引向一个多柱大厅，多柱大厅内的柱子造型规整，

排列有序，这在高迪的作品中是罕见的。大厅后为剧场，从台阶再向上达到多柱大厅的屋顶平台

，平台周围有矮墙和坐椅，平台是游入游息、聚会和跳舞的场所。屋顶平台周围的矮墙曲折蜿蜒

，墙身上贴着五颜六色的瓷片，组成怪异莫名的图案，仿佛一条弯曲蜷伏的巨蟒。古埃尔公园建

筑的迭型充分表现出这位建筑师独特的美学趣味。

其实古埃尔公园最初并不是给大众开放的。这片光怪陆离的建筑区原本是一个高档的别墅区。但

是在20世纪刚刚更迭的时候，没有多少人会对高迪精心设计的建筑所吸引，于是这个奢华的房地

产计划宣告了最终的破产。但正是因为这个计划的失败，才有了对市民免费开放的古埃尔公园。

很难想象，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竟然不收门票。

古埃尔公园的标志就是这个建立在公园门口的怪兽状喷水池，这个巨大的彩色蜥蜴不仅仅是古埃

尔公园的标志，也是整个巴塞罗那的图腾。无论是回廊还是长凳还是不起眼的房顶，不无闪烁着

高迪对美的执着和渴望。

由于高迪本人是秉承的信奉上帝的，在他的建筑中，与众不同的三维立体光芒十字架随处可见。

古埃尔公园中唯一一个使用过的别墅是当年高迪在建造别墅区时居住的住所，现在已经成为了小

博物馆——高迪博物馆。联票在圣家教堂可以买到。现在古埃尔公园已经成了游人、市民、小贩

、街头艺术家的乐园。人们在这里游憩、歌唱、叫卖、锻炼身体。

古埃尔公园门票：免费

高迪博物馆门票：4欧元，其中私人住宅部分不对外开放

高迪博物馆开放时间：4月至9月10:00-20:00

10月至3月10:00-18:00

地址：Ctra. del Carmel s/n

地铁：L3（绿色）线Lesseps或Vallcarga

公交：24、31、32、74、92、116、129路公交车Parc Guell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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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哥伦布纪念碑 Monument da Colon

哥伦布纪念碑为阿尔契设计，矗立于和平门广场中间，兰布拉大道尽头，左右两条滨海大道也汇

集于此。1888年为万国博览会所建，在60米高塔顶端伫立著意气风发的哥伦布雕像，手指新大陆

的方向，底座四周环绕8只巨大黑狮。圆柱顶端的哥伦布全身立像由蒙锥克城堡前的大炮熔化后铸

铁制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哥伦布塑像。碑旁港口，停泊着哥伦布第一次出航探险乘坐的圣玛丽亚

号帆船的复制品，船身长25米，最宽处8米，重90吨。塔内设有升降梯通往柱顶瞭望台供游人登高

览景。

门票：2.5欧元，4岁以下儿童免费，老人及4-12岁儿童1.5欧元，持巴塞罗那卡免费

地铁：3线（绿色）至Drassanes站

公交：9、12、15路及蓝线巴士可达

   

5、加泰罗尼亚广场 Pla�a de Catalunya

加泰罗尼亚广场位于整个巴塞罗那市中心的位置，连接着老城区和扩建区，它也是城市主要的大

街兰布拉大街和格拉西亚大街的起点。像所有的欧洲著名广场一样，加泰罗尼亚广场并不大，它

也没有威尼斯广场那样经典的延续性的城市设计，它只是一个好几条街道交汇形成的广场，有一

些精美的雕塑和喷泉。代表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和人文的象征，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这里，观赏

鸽子。

加泰罗尼亚广场也是城市购物、娱乐和交通中心。广场周边高楼林立，商店毗邻，还有各种档次

的餐馆和酒吧。巴士站、火车站、地铁站汇聚于此，巴塞罗那旅游局最大的信息问讯处也设在这

里。旁边就有著名的英格兰购物中心，尽管历史悠久，但英格兰购物中心的内部也和所有购物中

心一般。但是从5层开始，便进入了精华，是各种只有在巴塞罗那才能买到的礼品和工艺品。英格

兰购物中心里的巴塞罗那纪念品全部是西班牙制造的，贵一些的都是纯手工打造的，非常值得购

买。

地铁：L1（红色）、L3（绿色）线在Catalunya站下

公交：9路在Pl del Nou站下；N9路在Edith Llaurador站下；N11路在Hospital Can Ruti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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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兰布拉大街 La Ramblas

兰布拉大街是城市的心脏，也是城中最有特色的地方。整条大街南接地中海，北连加泰罗尼亚广

场，各种街头艺术家、人体雕塑、鲜花亭，色彩缤纷、热闹非凡。

有一种只能在大城市人流量大的地方才能看到的艺术家——街头艺术家。巴塞罗那的街头艺术家

可能是西班牙最多且最好的，这里和马德里比有更好的艺术氛围，历史上加泰罗尼亚地区出了这

么多艺术家这不是偶然的，也许是这一地区靠近法国和意大利，而且是港口城市，受到外来文化

冲击比较多，文化碰撞产生火花，且巴塞罗那依山傍水，城市美丽干净，良好的自然环境也能给

人以创作的欲望。

在巴塞罗那你无法选择不要看街头表演，除非您乘坐直升飞机，因为地铁站、火车站、重要的广

场和街道上都是表演者，最为集中的是兰布拉大街，他们通常从午饭后开始，一直到天黑。

地铁：L1（红色）、L3（绿色）线Catalunya站或Liceu站、Drassanes站都可以

公交：9、12、15路可达

   

7、毕加索纪念馆 Museu Picasso de Barcel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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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巴塞罗那无愧于“艺术之城”的称谓，现代艺术巨匠如毕加索、米罗、达利等人都诞生于此。毕

加索博物馆世界上有两座，一座在巴黎，另一座就在巴塞罗那蒙卡达路15号。这是一间建于15世

纪的优美宅邸，有着幽静的庭院和装饰讲究的房间。这里曾是毕加索少年时期的寓所，馆内收藏

着他的700多幅画作，从中不难看出他坚实严谨的绘画基础。早期的毕加索与日后超现实主义以及

抽象主义时期的他大相径庭。应该说，认识毕加索，应当从巴塞罗那开始。

门票：13欧元，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持巴塞罗那卡5折，也可以购买艺术联票。

家庭票16欧元（1成人及1名18岁一下儿童）

临时展11欧元

16岁以下的儿童65岁以上老人在每月第一个周日全天及其余周日下午3点后免费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六10:00-20:00

地址：Montcada, 15-23

地铁：4线（黄色）至Jaume I站下

公交：14、17、19、39、40、45、51、59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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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 MACBA

主要收藏巴塞罗那当代艺术作品，博物馆建于1995年，本身的建筑就充满现代派艺术特色，是建

筑大师迈耶的作品。建筑物的本身为简洁的立方体造型，但通过大胆的立面切割和异形体的引入

，形成了多个纵横交错的面的组合，使空间产生无穷的变化。

博物馆的南入口的墙面的处理制造了强烈的层次感。设置了一片与主体结构完全脱离的墙面，因

而摆脱了功能和结构的限制，可以完全从构成的要求出发，自由地编织图案，从而取得了优美、

动人的虚实与凹凸对比效果。博物馆的北入口右下侧弧形墙面之内为一部楼梯，由于与主体之间

留下了一条缝隙，既可以为楼梯提供必要的采光，又起到了丰富立面变化的作用。

阿米巴变形虫一般的东南部塔楼，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功能，似乎是纯粹为了打破单调的线条而

制造的。

门票：成人9欧元，学生及巴塞罗那公共图书馆网络卡持有者6.5欧元，14岁以下儿童、65岁以上长

者及教师免费，持巴塞罗那卡8折，观光巴士打折券8折，也可以购买艺术联票

开放时间：周一到周五11:00-19:30

星期六10:00-21:00

周日和节假日10:00-21:00

图书馆周一至周四10:00-19:00

每周二（非公共假日）、12月25日、1月1日闭馆

地址：Pla�a dels Angels，1

地铁：1号线（红色）、2号线（深紫色）Universitat站，1号线、3号线（绿色）Catalunya站

公交：24、41、55、91、141路

旅游巴士：红、蓝两线都经过

   

9、小巴塞罗那海滩 La Barceloneta

                                               36 / 81



�������

巴塞罗那：欧洲之花

 
(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西班牙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光充足。7000公里的海岸线上遍布着无数的天然浴场

，吸引了大批欧美游客。

小巴塞罗那海滩长达4公里，水清沙细，位置就在市区的海边，到海边游玩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里

的海滩不仅是游泳赶浪、沐浴阳光的上佳胜地，而且全部免费。你可以任意从岸边大道上某一处

台阶走下海滩，安营扎寨，或戏水玩沙，或浪里翻腾。

小巴塞罗那海滩被称为特色海岸线，不只是因为巴塞罗那的海水纯蓝、沙滩漫漫，它的特色更主

要的表现在天然的海岸线被充满激情和浪漫的设计作了合理的组合与搭配，使它真正成为了世界

级的旅游胜地。

交通：由于黄金海岸就在兰布拉大街的尽头，所以乘坐蓝线巴士在“巴塞罗那港”下车即可

   

10、加泰罗尼亚音乐宫 Palau de la Música Catalana

加泰罗尼亚音乐宫是大师蒙达内尔1908年的作品，巴塞罗那最令人震撼的现代派风格建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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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艳丽的雕塑和陶瓷马赛克装饰是其最突出的特色。

音乐宫外墙根据民歌创作的组雕、舞台拱门象征民族与古典音乐的群雕、背景墙上的缪斯女神等

雕塑，以及彩色玻璃画窗、无处不在的马赛克拼图和绘画作品，把整座建筑组合为一件整体艺术

作品。加泰罗尼亚音乐宫2005年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门票：12欧元，含导游费；学生、欧盟成员国老人10欧；持巴塞罗那卡8折，观光巴士打折券8折

，也可以购买艺术联票；

演出票：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花上20欧元左右就能欣赏一场高水平的音乐会。

演出票在线订购：www.palaumusica.org

开放时间：10:00-15:30

15:00停止入场

8月和圣周（复活节）10:00-19:00(18:00停止入场)

地址：Carrer de Sant Francesc de Paula 2

地铁：1线（红色）至Urquinaona站

旅游巴士：红线

   

11、巴特约之家 Casa Batll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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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西厢醉看红颜 提供)

巴特约之家位于著名的“不和谐街区”，高迪于1905-1907年对原建筑进行了彻底的翻修，使之充

满魔幻色彩。2004年被授予欧洲文化遗产奖，2005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巴特约之家是一座外墙以彩色马赛克装饰的建筑，是加泰罗尼亚家庭艺术运动和现代派艺术的代

表作。它的屋顶覆盖着陶瓷板，好像火龙的脊背起伏，据说是在讲述加泰罗尼亚的保护神圣乔治

战胜恶龙的传说。面具造型的阳台和骨骼形状的立柱，增强了故事的奇异气氛。整幢建筑具有耀

眼的美感，令人不禁要赞叹大师的奇思妙想。巴特约之家的一楼、阁楼和“跳舞的烟囱”对外开

放。

门票：整体参观20.35欧元，包括语音导览器（有中文导览），持巴塞罗那卡8折，观光巴士打折

券8折，也可以购买艺术联票。

开放时间：09:00-20:00，但可能随参观者流量临时变动

地址：Passeig de Gràcia, 43, 08007 Barcelona

地铁：2线（深紫）、3线（绿色）、4线（黄色）至Passeig De Gracia站

旅游巴士：观光巴士蓝线、红线均可到达

公交：7、16、17、22、24和28路在Casa Batlló-Fundació Antoni Tà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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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巴塞罗那大教堂 Catedral de Barcelona

(图片由网友 @嘿名单 提供)

巴塞罗那大教堂的主体建于13-15世纪，教堂的正立面直到19世纪末才在一位银行家的资助下建成

，因此教堂的各部分呈现出不同的建筑风格。教堂主体以哥特式风格为主，细长的线条是主要特

色，圆顶和内部结构则显示出新哥特风格。

大教堂回廊的各个祈祷室中供奉着各手工业行会的保护神。圣埃乌拉利娅礼拜堂中唱诗班的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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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壁画、雕塑和各式各样的金银器具华美夺目。此外埃乌拉利娅圣女墓穴（她被作为“巴塞

罗那保护女神”崇拜）和莱潘多基督祈祷室也值得特别留意。通过教堂穹顶边的电梯可以上到教

堂顶端，饱览巴塞罗那老城风光。

门票：上午及晚上免费，下午需捐赠6欧元入场，参观屋顶2.5欧元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六08:00-12:45（参议院08:30-12:30）免费入场，13:00-17:00捐赠入场

                   17:15-19:30（参议院17:15-19:00）免费入场

周日08:00-13:45（参议院08:30-13:00）免费入场，14:00-17:00捐赠入场

       17:15-19:30（参议院17:15-19:00）免费入场

地铁：L4（黄色）在parada Jaume站下

公交：17、19、40、45可达

   

13、蒙锥克公园 Parc de Montj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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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未来哈萝 提供)

蒙锥克山是巴塞罗那的“绿色吸尘器”，是巴塞罗那人日常游玩的地方。1929年的万国博览会和1

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在山上兴建了大量文化和体育设施，使这座郁郁葱葱的小山更增添了

无限活力。沿山中小径可以依次游览神奇喷泉、国家宫（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西班牙

村、米罗基金会、奥林匹克体育场、蒙锥克城堡等名胜。蒙锥克山紧贴巴塞罗那城市边缘，有很

多小径可以上山。最方便的是由西班牙广场经由国家宫上山，或者在L2、L3线Paral-lel站乘坐缆车

直达蒙锥克公园缆车站。在海边的世贸中心缆车站乘吊篮式缆车上山则能在空中饱览美景，是一

举两得的好办法，不过缆车站经常会大排长龙，比较花时间。

地址：Parc de Montju�c, Barcelona, Catalu�a

地铁：L2（紫色）、L3（绿色）线在Paral-lel站下

公交：55、150路在Av Miramar-Estació del Funicular站下

   

14、诺坎普体育场 Nou Camp

诺坎普体育场是是巴塞罗那足球队的主场，可以容纳约11万名观众。创建于1899年的巴塞罗那足

球俱乐部拥有超过12万名会员和无数的球迷，在当地的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体育场入口处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博物馆，以视听设备、图片、实物等方式介绍俱乐部的历史，不

同时期的杂志、报纸以及具有纪念意义的服饰、奖杯、奖牌等一定能让球迷们不虚此行。

门票：成人23欧元，儿童17欧元，可参观巴塞罗那足球队博物馆，并进入球场开放参观的局部观

众席，旅游巴士打折券九折

开放时间：1月2日至3月24日周一至周六10:00-18:00，周日10:00-14:30

3月28日至4月6日周一至周日09:00-19:30

4月8日至6月23日周一至周六09:00-19:00，周日09:00-14:30

9月16日至10月27日周一至周六09:30-19:00，周日09:30-14:30

9月25日至9月15日周一至周日09:00-19:30

地址：Avda. Arostodes Maillol

地铁：5线（蓝线）至Collblanc 站；3线（绿色）至Les Corts站或Palau Reial站

公交：乘电车T1、T2、T3到Trambaix Avinguda de X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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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下车；7、15、33、43、54、56、67、79、63、67、70、72、74、75、78、113、157等路

旅游巴士：红线

   

15、小凯旋门 Arc de Triomf

(图片由网友 @西厢醉看红颜 提供)

到过巴塞罗那的人，一定会知道市中心有个大名鼎鼎的凯旋门。西班牙巴塞罗那凯旋门作为1888

年世界博览会的主要入口而兴建，用红砖砌筑，属于摩尔复兴风格。前面的门楣上雕刻有“Barcel

ona rep les nacions”（“巴塞罗那欢迎各国”），背面的门楣石雕名为“Recompense”。相反的带

状装饰包含一个名为“报应”。凯旋门的顶端装饰着西班牙其他49个省的省徽。

巴塞罗那凯旋门地处通往城堡公园的Passeig de Lluís Companys宽阔大道的尽头。门楼设计得雄伟

壮观气势磅礴，上面不仅有一组组巧夺天工的雕塑，还展示了八个漂亮的皇冠，两只石雕狮子的

守卫着最古老的西班牙国徽，上面盖着第九顶皇冠。凯旋门两侧安置了生铁浇铸的各种香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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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凯旋门门楼的是一条笔直宽广的大道，在那有坐着聊天的，溜旱冰的，骑自行车的，溜滑板的

，拍照留念的，不愧为修身养性的好地方，不过相应的，小偷也较多，在此游玩一定要注意财物

安全。

地址：Passeig Lluis Companys, 08010 Barcelona

地铁：1线（红色）至Arc de Triomf站

公交：19、39、40、41、42、51和55公交Arc de Triomf下或城堡公园（Parc de la

Ciutadella）步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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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吃在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是一张铺好的餐桌，所有人都可以围坐之上。它的菜肴具有典型的地中海风味，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之一。这些菜肴巧妙地将当地各种天然食品如鱼类、肉类、稻米、蔬果、

橄榄油等融合在一起，辅以独创的灌肠、食用菌菇、甜点和西红柿涂面包，以不同的烹饪方式出

现在餐桌上。

巴塞罗那饮食代表了典型的加泰罗尼亚风味，保持着浓厚的家乡原味。从粗鄙的小白豆杂烩到丰

盛多样的海鲜菜肴，从烤鱼到煨面条，这些带有浓浓乡情的食品在巴塞罗那都可以品尝到，各式

海鲜、蜗牛、蘑菇等都是常用的配料。

巴塞罗那是吃著名的西班牙海鲜饭的最佳地点，因为新鲜的原料取之不尽。巴塞罗那海鲜饭种类

繁多，颜色也是红黄黑白十分鲜艳，最有代表性的是什锦海鲜饭，海鲜使用的种类最多，用料最

足。

不论是米其林美食指南中的高档餐厅，还是街边无意中发现的小餐馆，都可以满足你味蕾对美食

的需求。叫上几份tapas，或是一杯热巧克力，都可以让人生出“今夕是何年”的感叹，而原产于

佩内德斯的葡萄酒和卡瓦香槟酒，更可以为你的旅途画上一个个完美的惊叹号。

   

1、巴塞罗那特色菜

海鲜饭

西班牙有许多闻名于世的元素：高迪、斗牛、橄榄树、毕加索、弗拉门戈⋯⋯但毫无疑问，说到

西班牙菜，最有名的就是paella。很多人管它叫海鲜饭，其实这种说法不算准确，只有加了海鲜的

paella才叫海鲜饭，普通paella还是用肉类为主。

Paella发源于el palmar，用当地产的一种矮短稻米，加上藏红花、肉、蔬菜（一般是扁豆或者豌豆

）或者海鲜煮成，煮饭要用特殊的双耳平锅。饭一般是黄色，也有用墨鱼汁做的黑色，有些地方

的饭会有点夹生。可以说它是西班牙的国菜，从五星级酒店到任何一个小村庄的餐馆都可以见到

它的踪影，黄澄澄的饭粒出自名贵的香料藏红花，香糯温软，还有鲜嫩的大虾、黑蚬、蛤、牡蛎

、花枝、鱿鱼...... 色彩斑斓，清新诱人，散发出的幽香令人不能拒绝。

Tapas（下酒小菜的统称）

关于tapas有一个说法，据说最初一位酒保用小碟子或盖子（tapa）盖在酒杯口防止苍蝇飞入，后

来便在盘子里放些奶酪、火腿、橄榄等，形成下酒小菜。Tapas有凉食和热食，包括肉类、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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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面包等几十种，品种繁多。很少有人拿tapas当正餐，但是吃了正式的晚餐之后就去小馆子

吃tapas，是很多西班牙人的爱好之一。Tapas有海鲜沙拉，土豆沙拉，米灌的血肠（对了西班牙人

是吃血的，这点在欧美国家实属不易），肉丸子，橄榄油加墨鱼墨汁煎的蘑菇⋯⋯当然还有面包

，夹西班牙蛋饼跟香肠，或者直接抹橄榄酱。

火腿

巴塞罗那的酒吧几乎每家都挂满了火腿，各式各样的火腿从十几欧元到上百欧元一公斤不等，满

满当当地挂在吧台上方，声势颇为壮观。此时的火腿不是外来游客眼中的手信佳品，而是随时可

以扔一片在口中的解馋小食，切成的火腿薄片透明如玉，腌制得鲜嫩嫩咸滋滋，是制作下酒小菜

的美味原料。在巴塞罗那的酒吧里，酒只是小角色，主角是壮观的火腿。

各种汤

马德里肉汤，西班牙的国汤，里面有豆子，猪蹄，火腿，芹菜；

加里西亚炖汤：一整锅土豆，绿甘蓝，白豆和肉或火腿炖制而成，它最受西班牙海边的加里西亚

人的欢迎；

西班牙绿汤：用一大锅土豆，白豆，青菜和腊肠炖得很稠的汤；

西班牙凉汤：用蔬菜，番茄，醋和少许辣椒做成的一种夏季凉汤，又被称作"液体沙拉"，有时还

在汤上面加些黄瓜片等，做为装饰。

各种馅饼

肉馅饼：由发酵的面皮包着肉，菠菜，香肠，鱿鱼，虾和蔬菜做成的馅制成；

果馅饼：最流行的甜点，一种奶油蛋糕，芳香宜人。

香肠煮豆子

巴塞罗那独特的地方菜，是用当地特有的一种小白豆和香肠一起做成的美食。先将白豆煮烂，加

上各种佐料，再配以烤熟的香肠。这道菜不仅色香味俱全，而且很有营养。

Churro

一种糕点，用面粉和奶油混合后烤制而成，出炉后撒上糖粉，外形跟中国的油条很像，它的绝配

饮品是热巧克力。

Pan amb Tomatec

最直接的翻译就是面包配西红柿，由烤面包片、橄榄油、盐和擦碎的番茄制作而成。这种番茄区

别于沙拉中的番茄，更小、更圆、更红，主要产自西班牙东部的穆尔西亚和巴伦西亚地区。在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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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罗那的餐厅用餐经常会被问到是否要Pan con tomate，就是这一道。

Crema Catalana

很多人深爱这道甜品，入口丝滑，瞬间融化。上层为添加肉桂被微微烤焦的焦糖脆壳，下层为冻

状的似双皮奶的部分，柔滑香脆。

Sangria

西班牙特色饮品，味道有点像葡萄酒+芬达+雪碧+水果酒+水果，这种水果酒在夏天十分常见，越

差劲的红酒做出来味道越佳。夏天来巴塞罗那，在街边的小餐厅来一杯Sangría，顿时倍感凉爽

。

卡瓦酒（Cava）

这种廉价的起泡葡萄酒在加泰罗尼亚人眼中却是不逊于香槟的佳品。通常在吃tapas时会有combo

（组合），比如一份tapas加一杯酒（可选种类）或饮料，价格在两三欧左右。是佐餐的好伴侣。

   

2、餐馆推荐

博恩区汇集着新式美食，传统餐馆集中在哥特区，拉巴尔区也有非常不错的餐馆。格拉西亚区内

有很多中东人和希腊人的居所，一些此类餐馆也十分诱人。海岸边港口也有一些风景甚好的餐馆

，可以品尝新鲜的海鲜。扩建区隐藏着许多顶级的餐厅。想要习惯西班牙的生活节奏，就要将时

钟调慢三个小时。西班牙人通常在下午两三点吃午饭、晚上十点以后用晚餐，而下午六点到九点

是许多人雷打不动泡吧的时间。

餐厅推荐：

Los Caracoles

这家小店很小，创立于1835年，虽不是本城最老的餐厅，亦未在米其林星级之列，但出名的是它

在老城区的古趣风情、地道美味的传统Catalan料理以及丰富平价的无数藏酒。从十几岁少年到须

发皆白的老伯，无论大厨还是伙计，Los Caracoles的全部服务生都为男士，这也符合西班牙餐饮业

的历史传统。对于来自异国的女士他们永远有趣致的殷勤和热情的好意。他家的龙虾饭是最好的

。

地址：Escudellers 14, Barcelona(地铁Liceu站) 

电话：003493302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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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onda

这是一家华人比较喜欢的当地餐馆，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是华人餐厅，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当地餐

馆，里面的海鲜饭和tapas都很好吃，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建议吃不惯西班牙风味的游客选择这里

。最好别饭点去，排队会排到你发疯。

地址：Passatge dels Escudellers, 10, Barcelona Spain（近La Rambla）

电话：0034933017515

Sant Pau

荣获米其林三星推荐，主做西班牙菜，建筑风格别具海洋特色，拥有迷人的花园和鲜艳的主题色

彩，浪漫而温馨，用料丰富而上乘，美味独特，造型别致。

地址：Carrer Nou，10 08395 Sant Pol de Mar Barcelona

电话：0034937600662

Via Veneto

这家位于住宅区的餐馆却很神秘，可能连雷达也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到餐

馆的经营，餐馆的名字暗指的是60年代中期罗马的一条著名的大道，与这里的食物毫无关系。餐

馆的食物主要是Catalonia风味，这里的酒多的让人吃惊，都放在餐馆的地下酒窖里。

地址：Ganduxer 10

电话:：0034932007244

7 Portes （别名：七扇门）

开业于1836年的7 Portes是巴塞罗那最老的餐馆之一，门口的柱廊依然有旧时港口建筑的风格，店

内有中文菜单，就凭这点，7 Portes也值得给一个大拇指了。菜量很大，菜肴以Catalonia本地风味

为主。最大亮点是他家的酒，酒单其实不很长，可是样样好喝，物有所值，口感清爽，酸度不高

，留香甚久，配海鲜饭再合适不过。

地址：Passeig d’Isabel II 14, Barcelona (地铁Barceloneta站)

电话：0034933193033

松鹤楼

在巴塞罗那有一家并不起眼的中国餐馆，地方不大，由一对台湾夫妇经营了20多年。如果吃怕了

西餐，不妨进去小坐一番，尝尝他家的台湾菜，尝尝老板娘自己熬的萝卜排骨汤，真是鲜到骨子

里了。老板夫妇相当热情，老板更是有着来自宝岛的风趣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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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Muntaner, 66- 08011 BARCELONA

电话：0034934538303

Wok Yukata

日本餐馆，主做寿司和海鲜自助，在巴塞罗那，最物美价廉的莫过于海鲜自助了，虽是日式料理

店，但其实是中国人开的，除了海鲜之外，还有寿司和中式点心、炒菜。相当出名，品种繁多，

实惠又美味，尤其符合中国口味。10欧不到的午餐，可以从中午12点一直吃到下午4点，13欧的晚

餐营业到午夜12点，周末晚上15欧还有龙虾。

地址：Carrer del Rosselló, 307, 08037 Barcelona

电话：003493310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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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在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住宿选择范围很广，从数百欧元的星级酒店到三五十欧元的家庭旅馆，这里应有尽有。

如果你预算充足，在巴塞的中心区域有众多的星级酒店供你选择；如果你是经济出游者，不在乎

高端的享受这里的华人旅馆、青年旅舍也能充分满足你的需求，价格不贵，环境上各家不同，在

选择时多家比较再入住以便得到不错的住宿体验。

除此之外，在巴塞罗那有些修道院也可住宿，这里价位便宜还能感受修士们的隐修生活，适合作

息规律能接受一定约束的住客。巴塞罗那是比较发达的旅游城市，四季游客都不少，所以即使在

淡季也最好提前预订。

哥特区、扩建区、汽车站及火车站周边等区域都是酒店和宾馆比较集中的地方，便于游人选择。

如果预算可以那么住在扩建区、兰布拉大道周边、格拉西亚大道周边以及靠近巴塞海滩的区域等

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的酒店以中高档为主，环境好，离景点也近。如果想找便宜的住宿，

那么去拉巴尔区（EI Raval）、哥特区以及火车站和汽车站周边，这里酒店比较多，选择起来也容

易。建议选择哥特区住宿，这里主要景点集中，交通便利，颇具当地风情，安全性也好。

推荐酒店：

巴塞罗那W酒店(W Barcelona)

它是巴塞的地标建筑之一，帆船的造型酷似迪拜七星，伫立其上城市与海滨美景尽收眼底。

电话：0034932952800

地址：Pla�a Rosa dels Vents, 1, 08039 Barcelona

费拉酒店（Porta Fira）

酒店就在本身就是景点的Porta

Fira塔内，红色的塔身颜色亮丽而迷人，置身其中感受现代酒店的时尚与舒适。

电话：0034932973500 �

地址：Plaza Europa, 45, 08908 Hospitalet de Llobregat, Barcelona, Barcelona

世博会酒店（Expo Barcelona Hotel）

酒店就在火车站旁边，一出车站便能看到它的标志，年头比较长的四星酒店在同档酒店中性价比

非常不错。

电话：0034936003020 �

地址：Carrer de Mallorca, 1, 08014 Barcelona

皇家饭店（Hotel Royal Ramblas）

酒店位置很好，在兰布拉的中心地带，游览、购物都很便利，价格不便宜，适合短期入住。

电话：0034933019400

地址：La Rambla, 117, 08002 Barcelona

2000膳食公寓（Pensió 2000）

酒店在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对面，紧邻巴塞罗那的Via Laietana街，酒店图书馆休息室全天免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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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茶饮和饼干。性价比高，暖色系的客房装饰非常温馨。

电话：0034933107466

地址：Carrer Sant Pere Més Alt, 6, 08003 Barcelona

巴塞罗那东方旅馆

旅馆在巴塞罗那的中心地段，距繁华商业街格拉西亚大街几十米之遥，邻近米拉公寓、巴特约之

家等旅游景点，周边有地铁站、公交站、小火车站（RENFE），交通便利，价位不贵。

电话：0034630055351

地址：consell de cent 318 barcelona

波可里亚旅馆(Hostal Boqueria)

旅馆位置很好，步行去加泰罗尼亚广场只需要5分钟，旁边的街道有很多餐厅和商店。

电话：0034933027260

地址：Ramblas100, Piso 1�, 08002 Barcel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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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败家在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因此可以买到西班牙各地的特产和纪念品，如南部的

陶器、中部的金银器等。但价格会贵一些，有些看上去不如产地正宗。

其实在巴塞罗那最值得买的是西班牙名牌服饰，很多西班牙著名品牌的发源地和总部、工厂都在

这里，如Zara、Mango等，所以当季最新款总是首先在巴塞罗那亮相，而刚刚过季的服装就会以

极低的折扣出售。

另外，巴塞罗那也是世界著名的淘古董胜地，在哥特区那些古老的的古董店中，时不时就能发现

宝贝，当然前提是有识别宝贝的眼光。

   

1、特色商品推荐

卡瓦酒(Cava)

是一种可以与法国香槟酒媲美的气泡酒，但价格要比香槟酒实在得多。巴塞罗那佩内德斯是正宗

卡瓦酒的产地，法律规定卡瓦酒必须在这里酿造，并且使用当地生长的葡萄。佩内德斯有很多酒

庄对外开放，最著名的品牌有Freixenet和Codorniu，还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家族品牌如Torres也非常

受推崇。可在桑兹火车站乘火车前往。

橄榄油

因为西班牙的气候夏热冬冷、日夜悬殊的温差，加之强烈的日晒与干燥气候，绝佳的橄榄树生长

环境，确乎使西班牙成为橄榄油的乐土。西班牙的橄榄油品质也的确令人着迷。身为世界橄榄油

的最大生产与出口国，以往，虽说名气上远不如邻近的意大利甚至法国的普罗旺斯显赫，但近几

年来，在政府与相关业者的努力下，整体品质一日千里.

雪利酒

西班牙另外一项名产就是安达路西亚省份出产的雪利酒(sherry)。雪利酒是葡萄酿造，但一般比葡

萄酒甜，为西班牙南方的特产。其依照酿造的方式和甜度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等级，pal

e dry酒色清淡，适合配餐饮用，而cream sherry则深陈红浊，非常的甜，相当适合饭后酌。

火腿

在这里，也许再找不到另一种动物比猪更受欢迎了。小镇上猪的形象也是随处可见，有陶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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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制的或是木制的摆件，有草编的筐，铁制的招牌⋯⋯不过光是这些似乎还不足以体现出小镇居

民对猪的热爱程度，还有更加实际的东西，那便是挂满天花板和墙壁、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的

火腿。几乎每条小巷子里都分布着一家或是数家火腿店，只要是在营业时间，小镇上的空气里就

总是飘着阵阵浓郁的火腿香。有些火腿店是一代一代子承父业传下来的，自豪地打着自家的招牌

。在其中一家火腿店的货架旁立着一头两只前蹄搭在货架上的大肥猪石像，仿佛并不知道货架上

挂着的正是它受难的同胞。利比里亚火腿是西班牙人引以为豪的特产，它的味道咸鲜合一，入口

后令人唇齿生香，是许多班牙菜肴中不可或缺的配料。正宗的利比利亚火腿制作起来很不简单，

它的原料是一种专门饲养的小猪，这种小猪皮黑肉红，只吃一种当地产的果子。小猪只长到两岁

时就被宰杀，这样是为了保证肉质的细嫩，加上一些秘制的调料，再将腿风干，美味的火腿就制

成了。

当地手工艺品

得益于几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声望与设计的多样性，手工艺品已成为几乎虽有西班牙地区的标志

性产品。多莱托（Toledo）省的Talavera de la Reina和Puente del Arzobispo生产的瓷器和陶器享有很

高的国际声誉，瓦伦西亚省Manises城陶瓷学校历史悠久，独树一帜的创造性远近闻名。

葡萄酒

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适宜，西班牙盛产葡萄，葡萄酒不仅仅是法国的特产，西班牙同样也出产上

好的葡萄酒。质素可媲美法国出品，但价钱当然便宜很多。有机会到西班牙，记紧要入货。而这

间像超级市场般的葡萄酒店，款式极齐全，以接近批发价钱出售，而店员的葡萄酒知识丰富，跟

他们聊天，有如上了宝贵的一课。

明信片

《返老还童》中，本杰明.巴顿对黛西说：“我会给你寄明信片的，不管到哪里。”在国外旅游，

不妨在各地的书店等地方购买明信片，这属于比较值得入手又便宜的手信，却更能反映异国风情

与民情。买明信片，也许是为了与朋友家人一起分享美景，又或者，就是为了那张炫彩的小纸片

上一个特别意义的“戳”。旅行的一路上给朋友们寄明信片，告诉朋友们自己走过的路和此刻的

心情。三言两语，感谢一路上陪伴自己成长的这些同龄人，告诉他们行走的乐趣和收获。知道自

己不是一个人在行走，也无论走得多远都会心存感激。明信片寄出去的一霎那，回望自己走过的

路，笑一笑，然后背起行囊继续前行。望一眼，再望一眼，记忆中的那些所见，如同笑忘书一般

深藏。旅行的意义大抵是在行走中获得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来得真切和深刻。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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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书中万般文字、千幅图片描述下的此景，那些终究只是听说而已。真正的邂逅，便是我踏上

这片土地，千里迢迢来看你，如同老友一般亲切。而你，依旧带着梦中的那般神秘和美丽。

   

2、巴塞罗那主要购物区

兰布拉街

巴塞罗那的老城区，从海上兰布拉一直延伸到加泰罗尼亚广场。既有Maremagnum、El

Triangle、El Corte Ingles等大型百货公司，也有很多出售流行服饰的小型精品店，特别是在加泰罗

尼亚广场西侧的Portal de L'Angel街上。 

巴塞罗那旅游购物位置图

格拉西亚街

从加泰罗尼亚广场到狄亚格纳街之间，是选购巴塞罗那风格艺术品和纪念品的好地方。Bulevafd

Rosa是这一带最重要的购物中心，专门经营“巴塞罗那制造”的本地品牌。附近的Bulevard dels

Anticuaris街上有几十家古董店，你可以看到各式稀奇古怪的古董。

 狄亚格纳街

狄亚格纳街是巴塞罗那知名购物街，街上商店林立，许多设计精致的商品都出自于当地设计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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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从加泰罗尼亚广场到狄亚格纳街之间，是选购巴塞罗那风格艺术品和纪念品的好地方。这些

精品商店主要集中在Francesc Macia广场一带和Pedralbes Centre（巴士购物线路终点站）。

西班牙村一带

西班牙村建于1929年万国博览会，是为了展示西班牙的建筑风格和手工艺术品而特意修建的西班

牙缩影景区。它原样重现了西班牙各地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展示西班牙风土人情的小型主题乐

园。这些建筑都是由当时有名的建筑师建造的，这里有商店、咖啡馆、酒吧等等，因此不仅广受

游客的喜爱，也成了当地居民流连的好去处。每年7月至8月，西班牙村更有佛拉门戈舞蹈表演以

及音乐会等活动。地址：Avingda del Marques de Comillas 13, 08038 Barcelona

   

3、特色集市推荐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集市和市场，如果想在短短时间内深刻了解这座陌生的城市，去集市走

一走转一转，近距离接触当地人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波盖利亚市场（Mercat de La Boqueria）

波盖利亚市场是巴塞罗那最古老、最地道的食品市场，这里既是当地美食家们的天堂，也挤满了

挎着相机的观光客。各种当地出产的蔬菜水果，新鲜而饱满，泛着令人愉悦的光泽，拥有艳丽夺

目的色彩。伊比利亚火腿、奶酪和海鲜也同样受到青睐。市场周围的墙壁上有很多涂鸦，其中不

少是Miss Van，Mambo和Freaklub等涂鸦大师的早期作品，很多涂鸦者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相比

欧洲其他国的水果高额的售价，这里的水果绝对可以让你吃个够，尤其是鲜果汁。地址：Rambla,

91, 08002 Barcelona

巴塞罗那跳蚤市场

古董跳蚤市场每周四都会在巴塞罗那大教堂广场上开市，每年三月这个广场上还有一个欧洲最重

要的古董博览会——古董沙龙（Salon de Anticuarios）。这里出售各种古董物件，很有人气，来自

世界各地的古老钱币、挂件等等，在这里都能看到，如果你慧眼识珠的话，说不定能淘到不错的

手工艺品。

   

4、时尚折扣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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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卡购物村

它是目前巴塞罗那最大的奥特莱斯购物中心，是一个工厂直销购物中心，专注于高端时尚品牌，

提供大折扣。La Roca购物村有的品牌折扣非常低廉，标价低，高折扣，是众多人购物的天堂。

罗卡购物村距离城市40分钟路程，坐落在前往布拉瓦海滩（Costa Brava）的路上，靠近法国边界

。这里的顶级品牌折扣精品店是西班牙精彩生活的写照，为游客提供非同一般的优惠。地址：La

Roca Village Barcelona

Desigual

这是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品牌，以错落有致的设计而闻名。这个品牌于1984年由托马斯�梅耶创立

。DESIGUAL以销售男装，女装和儿童的服装及衣着附件为主。地址：La Rambla, 140, 08001

Barcelona

Burberry工厂店

创建于1856年的Burberry是具有浓厚英伦文化的著名品牌，长久以来成为奢华、品质、创新以及永

恒经典的代名词。旗下的风衣作为品牌标识享誉全球。其传统高贵的设计俘虏了无数人的心，更

是英国皇家的御用品牌。巴塞罗那Burberry工厂店提供了超低的折扣，是Burberry粉丝们不可错过

的一站。地址：Carrer de valencia 640, Barcelona

Zara折扣店

ZARA是西班牙Inditex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它既是服装品牌，也是专营ZARA品牌服装的连锁

零售品牌。于1975年设立于西班牙的Zara，隶属于Inditex集团，近年来它超越了没过的Gap，瑞典

的H&M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服装零售集团，Zara拥有时尚优异的设计、出色的质量、低廉的价格

，让平民消费的起大牌，在世界各地56个国家内，设立超过两千多家的服装连锁店。在其发源地

购买刚过季的服装会以极低的折扣出售，同样的衣服在国内可能要花两倍的价钱，而且新款也总

是先在这里亮相。地址：Passeig de Gracia, 16, 08007 Barcelona

LOEWE

创立于1846年，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高级皮具品牌，所有产品均为手工制作，深得西班牙王室喜爱

。当地价格约是国外售价的70%。巴塞罗那专卖店位于一座美丽的建筑中，柱头和阳台栏杆上细

腻的雕花赋予建筑一种古典气质。专卖店地址：Passeig de Grasia

35，叶奥�莫雷拉之家，地铁L2、L3、L4线Passig de gracia站

M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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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众化的价格和轻快热情的风格而著称。其在巴塞罗那的旗舰店装潢也非常有特色。

Mango旗舰店：位于地铁L2、L3、L4线Passeig de

gracia站附近，出售当季最新款服饰，款式与中国专卖店不完全相同。

Mango折扣店：位于折扣店集中区La Roca Village，以折扣价出售过季服饰。

Mango巴塞罗那工厂每年7月会有特卖活动，价格非常便宜，最贵的大衣一般也不超过10欧元。但

是环境很简陋，不能使用信用卡。

地址：Parets del Valles，C17高速公路往维克方向。可以先乘坐往维克的列车在Parets del

Valles下车，然后乘出租车前往。

Camper鞋

这个拥有120多年历史的鞋类知名品牌，以充满个性的创意和设计而闻名世界。它最初只为农夫们

制作手工鞋，专注的工匠精神完整的地传承了下来。丰富的色彩，简单的外形，令人眼前一亮。

不盲目追赶潮流而又实用的设计、出色的产品质量、自由探索的创新精神，完美地平衡了它品牌

的独特性和商业性。尤其是它对待特定形象的刻画，所设计出来的包装和产品无不散发着独特的

魅力使之成为了足迹遍布全球的超级品牌。

电话：0034933424141

地址：Plaza de Los Angeles 4, 08001 Barcelona

   

5、购物巴士线路（Bus shopping line）

购物巴士是专门为旅游者购物设计的巴士线路，经过兰布拉街（Rambla）、哥特区（Gothic）、

格拉西亚街（Pg.

Gracia）、狄亚格纳区（Diagonal）等主要的购物街和著名商店。一票到底，一天内可任意上下。

线路：从加泰罗尼亚广场到Pius XII广场，全长约5公里。

运营时间：周一到周五07:30-21:45，周六09:30-21:20，周日不开行。大约每7分钟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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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巴塞罗那娱乐

娱乐活动像一个城市的调味品，改变着淡而无味的城市生活。在这个浓缩的空间里，人们的姿态

与情绪被放大，快乐与痛苦被放大，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能成为娱乐生活的主题。

在利波街和保克利斯街之间的狄亚哥纳街南边，到处是酒吧、咖啡厅、俱乐部和迪斯科舞厅。由

狄亚哥纳街往北，在圣塔罗街附近，有比较豪华的夜生活场所，利波街和莫妮涅尔街到晚上也是

很热闹的。底比坦甫街蓝电车的终点站，有一个很受欢迎的音乐舞蹈场所。格拉西亚区有一些小

规模夜市，在广场上有不少露天咖啡吧。你还可以去红磨坊剧场观看舞蹈表演，即使你不懂西班

牙语也会被深深吸引。

   

1、酒吧

周末的时候，巴塞罗那的酒吧一直到凌晨2点都很热闹，拥有袖珍广场喝狭窄街道的Gracia区是喝

一杯的好去处，Passing del Born也可以找到很多闲适的酒吧。

推荐酒吧：

Sports Bar Rambles

巴塞罗那最大、设备最齐全的运动主题酒吧，室内四周挂满球衣、足球和色彩缤纷的运动用品，

凸显主题，还设有各种桌游、运动游戏和高清电视等齐全的设施，这里每晚都有众多球迷相聚前

来品尝美食，观看赛事，欣赏精彩的现场表演，在这里，时常能听到球迷激动的呐喊声，是游客

体验当地足球文化的好去处。

地址：Rambla de Caputxins, 31, 08002 Barcelona

电话：0034933017507

Eclipse

造型独特的W酒店是巴塞罗那的地标性建筑，这片区域是填海造出来的，周边没有遮挡物，使得

这栋建筑宛如浮在海上，位于这家酒店的Eclopse酒吧就毋庸置疑的成了观赏美景的绝好去处，酒

吧位于酒店顶层，来自伦敦的连锁品牌，调酒师擅长用新鲜的果汁调制鸡尾酒。

地址：Pla�a de la Rosa dels Vents, 1, 26th Floor, 08039 Barcelona

电话：0034932952863

                                               58 / 81



�������

巴塞罗那：欧洲之花
Icebarcelona

世界上首个海滩冰酒吧，内部装潢别具一格，无论是吧台、桌椅还是酒柜都是冰雕而成，美轮美

奂，极具观赏性，灯光设计闪烁的霓虹不断变幻，营造迷幻的环境气氛，在这里，可以一边品尝

冰爽的鸡尾酒和佳肴，一边聆听美妙的音乐，极度放松的玩乐。入场费为20欧元，包括专用的大

衣、手套、饮料等。

地址：Ramón Trías Fargas, 2, 08005 Barcelona

电话：0034932241625

Boadas Cocktail Bar

这个酒吧是巴塞罗那最享誉盛名的酒吧。开业于1933年，四周的墙上装点着各式的相框和漫画，

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的数量不断增加。在这里的主要客人是酒吧的铁杆常客、当地艺术圈里的

精英和一些耳朵很尖的游客。在吧台后面，站着位热情洋溢的调酒师，他肯定会问你“塞果欧杜

勒斯”（Seco O Dulce），意思是甜的还是不甜的？然后根据你的要求精心调制一杯鸡尾酒，但谁

又能知道哪个更好呢？

地址：Carrer dels Tallers, 1, 08002 Barcelona

电话：0034933189592

   

2、夜店

无论你偏好哪一种迪斯科，都可以直接前往Port

Olimpic，整个夏天这里舞步不止，即便是冬天的周末也充满乐趣。

推荐夜店：

Sala Razzmatazz

欧洲顶级的现场音乐表演场所，深受当地年轻人的追捧，设有五个不同主题的空间，拥有高级的

音响设备和华丽的舞台，曾有众多国际和本地的艺术家、流行音乐人、DJ等在此演出，其中包括

电子音乐人David Byrne、Richie Hawtin等，以独特的原创音乐、精彩绝伦的现场演出吸引无数年轻

人，是游客体验激情现场表演的最佳之地。

地址：Carrer Almogàvers, 122, 08018 Barcelona

电话：003493320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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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 Apolo

巴塞罗那著名的现场音乐表演场所，亦是当地知名乐手的汇集地，这里每天都推出不同的节目主

题，音乐种类繁多，如爵士乐、摇滚、流行乐等，还推出极具地方特色的精彩表演，在这里，不

仅可以领略风格各异的音乐演出，还可以欣赏蕴含加泰罗尼亚风情的音乐节目，体验丰富多彩的

艺术之旅。

地址：Carrer Nou de la Rambla, 113, 08004 Barcelona

电话：0034934414001

Harlem Jazz Club

巴塞罗那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厅，是爵士乐迷赏乐的首选之地，这里每天都推出不同的节目主题，

音乐种类除了主打爵士乐之外，还有蓝调、巴西乐、摇滚等，风格多样，充分满足乐迷的不同需

求，在这里，不但可以欣赏到各色乐队的精彩演奏，还可以领略当地最独到的爵士乐风采，是音

乐爱好者不可错过的重要站点。

地址：Carrer de Comtessa de Sobradiel 8, 08002, Barcelona

电话：0034933100755

La Paloma

当地极具人气的俱乐部之一，是年轻人释放激情和压力的天堂，内部装潢时尚现代，拥有一流的

音响设备、别出心裁的大型舞池和五彩缤纷的灯光设计，氛围轻松活跃，游客在这里可以开怀畅

饮，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尽情享受狂欢之夜，这里供应各式特饮和美食，让人尽情体验丰富美

好的夜生活。

地址：Carrer de la Paloma, 24, 08001 Barcelona

电话：0034934124381

   

3、咖啡馆

人在欧洲，咖啡不可不尝，巴塞罗那的咖啡并不为人熟知，但是咖啡馆里透出的浓浓文艺味儿却

是品尝咖啡之余不可多得的体验。

推荐咖啡馆：

仙女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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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蜡像馆旁边的一家小酒吧，这里不仅以咖啡厅的形式向公众开放，更有一间创意品商店

供游客选购。每一件东西仿佛都用尽了心思，采用环保又独特的设计，勾起你儿时自己动手制作

小玩具的兴致。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把玩那些新奇的小东西。娱乐之余，走进酒吧，更像是来到

一座令人着迷的森林。一排排树妖变的并不可怕，蜡像也不再冷冰冰，有的隐藏在镜子里，有的

悬挂在天空中，你顿时会觉得自己变成了精灵或者仙女，飞进了只有电影里才看得到的梦幻世界

。在里面点上一杯地道的西班牙咖啡Café con

leche，只需要1.5欧，就可以尽情享受与大自然的奇妙之旅。

地址：Passatge Banca, 7, 08002 Barcelona

电话：0034933730120

维也纳咖啡厅

极具时尚气息的知名咖啡厅，店内主要供应独特调配的咖啡饮品、鸡尾酒等佳酿，此外，这里还

出品精致可口的美式甜点，如巧克力蛋糕、馅饼等，在如此舒适惬意的环境里，可以聆听悦耳的

音乐，喝一杯香醇咖啡，尝一块甜点，享受一段轻松的美妙时光。

地址：Passeig Gràcia, 132, 08008 Barcelona

电话：0034932553000

Norma Comics

全球最有名气的漫画杂志社之一，丰富的藏书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图书爱好者前往阅读，众多的

漫画迷皆汇聚于此，探讨最新的动漫周边及漫画剧情趋向。店内有咖啡屋，可以一边品尝醇香的

咖啡，一边阅读喜爱的漫画，十分惬意。

地址：Paseo Sant Joan, 9, 08010 Barcelona

电话：0034932448125

卡夫卡咖啡馆

如果你在巴塞罗那，卡夫卡咖啡馆绝对是一个愉快的目的地。咖啡厅就像不拘一格的家，让你有

种很亲切的感觉。

地址：Carrer de la Fusina, 7, 08003 Barcelona

电话：0034933151776

   

4、剧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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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塞罗那并不是欣赏弗拉门戈舞最好的地方，但在Tablao

Cordobes，依然可以看到还不错的表演。

推荐剧场：

Los Tarantos

巴塞罗那弗拉门戈舞专业表演的最佳场所，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室内以红色调设计，贴合舞蹈的

主题，尽显热情浪漫的格调，这里每晚都有专业的舞蹈家在此进行精彩特别的弗拉门戈舞表演和

艺术交流，专业的舞姿、调皮的音乐和轻松的氛围让顾客流连忘返，是游客欣赏巴塞罗那独特舞

蹈艺术的不二之选。18岁以下少年禁入。

地址：Pla�a Reial, 17, 08001 Barcelona

电话：0034933041210

Teatre Lliure

巴塞罗那最富盛名的剧院，亦是欧洲联盟剧院的创始成员之一，成立于1972年，拥有民族特色的

建筑外观，华丽独特，内设有豪华的表演空间和先进的影音设备，提供高水平的视听盛宴。这里

主要以演出音乐、舞蹈和戏剧为主，其中以当代戏剧最受欢迎，糅合生活，重温经典，是游客体

验当地艺术的好去处。要注意的是，内部禁止拍照。

地址：Passeig de Santa Madrona，40-46 08038 Barcelona

电话：0034932387625

红磨坊剧场

红磨坊剧场在巴塞罗那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即使你不懂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也会被深深吸

引，舞者都是美女，每天下午六点开演，想要占到有利位置就得早点去，前几排中间靠近走道的

位置最好，因为舞者会在表演中间下来跟客人交流。

地址：Carrer de Vilà i Vilà, 99, 08004 Barcelona

电话：0034932055111

   

5、传统节目叠人塔

几乎所有巴塞罗那节日都有一个重要的节目：castellers，也就是“叠人塔”。这项传统只在巴塞罗

那流行，其实很简单，参赛的队伍尽可能用选手的身体搭建起最大的人体金字塔，哪个队伍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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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即输掉比赛。

身材魁梧结实的人，手臂相互缠住，组成金字塔坚实的基础。在他们身上，还将再站上去10层的

人。上面的每一层都是三四个人组成，他们都站在底下一层人的肩膀上，这是一项平衡力何团队

协作能力的终极展示。

巴塞罗那大部分重要的节日里，都可以看到这种叠人塔比赛。历年来，最佳团队一般都出自Vilafr

anca del Penedes和Valls，都是巴塞罗那西南方的小城。每年10月初，在塔拉戈纳的斗牛场，都会举

行大型的“叠人塔”比赛。如果当时你恰巧在那里旅行，花一天时间去看看是绝对值得的。

                                               63 / 81



�������

巴塞罗那：欧洲之花
  

九、巴塞罗那交通

   

1、飞机

巴塞罗那共有三座机场，其中最重要的是巴塞罗那普拉特机场 （Prat），这也是巴塞罗那的国际

机场，负责前往欧洲各大城市和世界主要城市的往来。另外巴塞罗那还有两个小型机场分别是Re

us和Girona机场，这里主要起飞降落廉价航空的飞机。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还没有开通前往巴塞罗那的直航飞机，如果坐飞机前往巴塞罗那大多要经停其

它城市，比如米兰、法兰克福等，也可坐飞机到马德里再换乘其它交通工具前往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三个机场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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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特机场（Prat）

距离市中心12公里左右，现有2个航站楼，T1主要停靠欧洲境内航班，T2主要停靠洲际航线。游

客在搭乘航班前一定要弄清是哪个航站楼，因为两个航站楼之间距离较远需要搭乘通勤车才能到

达，大约需要12分钟。

从机场到巴塞罗那市内：

机场巴士(Aerobus A1 & A2)：

在加泰罗尼亚广场发车，连接市区与机场交通，车程约半小时。途经格拉西亚大道、火车站、西

班牙广场等站点。运营时间06:00-24:00，每15分钟一班，票价单程5.3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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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间线路：Nitbus N16、N17

火车renfe（西班牙国家铁路）：

它是机场通往市中心廉价方法之一，车站设在T2航站楼外，步行五分钟即到，可乘坐它到estation 

sants地铁站，那里是交通枢纽，可转地铁、长途大巴，很是便利。运营时间06:00-23：00，每30分

钟一班，车程约40分钟，票价2欧元。

出租车：

从T1、T2航站楼打车是非常方便的，从机场到加泰罗尼亚广场车程约20分钟，车费约20欧元，通

常行李是有额外费用的。

Re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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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alad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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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机场出口处购买巴士车票，票价单程12.5欧元，往返22欧元。

Girona机场：

位于巴塞罗那北部小镇Girona,主要停靠廉价航班。

机场交通：在汽车北站乘坐Sagales公司的巴士，车程约为95分钟，单程12.5欧元，往返22欧元。

   

2、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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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有大多数国际列车、远距离列车和近郊列车，可以乘火车前往马德里、瓦伦西亚或巴黎

等欧洲其它国家城市。这里火车大概分为两类，开往较远地方的高速火车称为AVE，相当于我们

国内的动车，而在巴塞罗那附近的城镇行驶的中近距离火车则称为Renfe。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间

有快捷的AVE（高速列车）相连，仅需2小时即可到达。

巴塞罗那市内两个比较重要的火车站，分别是桑兹车站(Sants Estacio)、佛朗莎车站(Estacio de

Franca)。大多数游客会选择在桑兹车站下车，这里停靠车辆多，换乘便利。 

巴塞罗那火车站位置图

桑兹车站(Sants Estacio)是巴塞罗那最重要的火车站，国内列车和国际列车都在这里停靠，机场巴

士和近郊铁路也经过这里；佛朗莎车站(Estacio de Franca) 在奥运会举办之际重新整修过，是大多

数国际线路列车和通往国内主要城市的特快列车的始发站和终到站，但这些列车中的大部分都要

经过桑兹总火车站，有前往塔拉戈纳、赫罗纳等地的火车停靠。

前往桑兹车站(Sants Estacio)车站交通：地铁3号线（可直达加泰罗尼亚广场）、5号线Sants

Estacio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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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佛朗莎车站(Estacio de Franca)交通：地铁4号线Barceloneta站，出火车站向左走，步行5分钟即

到；从佛朗莎车站到兰布拉大街步行只需15分钟左右。

如何购票：

可登录www.renfe.es

购买火车票，如果计划多次乘坐火车，并且距离较长，可以选择西班牙铁路通票。

   

3、长途巴士

巴塞罗那有两个长途巴士站，巴塞罗那北站（Barcelona

Nord）和Sants站，绝大多数的车都在北站发车。巴塞罗那北站（Barcelona Nord）是巴塞罗那市内

最主要的车站，每天有开往西班牙国内、欧洲和北非的长途巴士，有十几家客运公司把车站设在

这里；火车站旁的Sants站的车比较少，有5家客运公司在这里设立车站，有开往蒙瑟莱特、瓦伦西

亚的巴士，也有开往巴黎的国际线路。

马德里—巴塞罗那

马德里查马丁（Chamartin）车站每天有10班长途巴士开往巴塞罗那，行车7小时，票价约30－40欧

元。

市区往返交通：

北站到市区：地铁1号线Arc de Triomf站，54路公交 、或是Renfe

Cercanía（短途列车）的L1、3、4都可到达汽车北站。

   

4、水运交通

巴塞罗那港是西班牙、也是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所以经海路抵达或出发去其它地方都很便利

。巴塞罗那港是许多豪华邮轮的重要一站，客运码头可以容纳9艘邮轮同时停靠，这里有连接西班

牙重要岛屿如Mallorca、Menorca、Ibiza (巴利阿里群岛)的线路，同时也可到达欧洲其它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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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与各主要城市之间每天都有班次，有普通席位和高级仓位。

如何订票：

线路、票价和订票登陆：www.trasmediterranea.es

国际航线主要是巴塞罗那和意大利之间。Grandi Navi Veloci为主要运营公司。提供热那亚和巴塞

罗那间的高速豪华渡轮。价格幅度较大，因季节和仓位的不同而变化。

详情请查询www1.gnv.it

市区与港口交通：

   可乘坐地铁L2线到Paral-Lel或Drassanes站，步行前往。吊篮缆车(Teleferic)、观光巴士南线(蓝

线)也到巴塞罗那港。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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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共汽车

市内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Bus、Metro地铁、FCG地铁和有轨电车，在这个区域内所有公共交通

工具单次票价为2巴塞罗那拥有一支庞大现代化的巴士队伍，约106条线，使人们更容易到达城市

的各个角落。地铁售票处和旅游咨询中心都有公交车线路图，地图上标注了主要景点位置、公交

线路一目了然，即使语言不通也没什么问题。

观光巴士(Bus Turistic)：

巴塞罗那的观光巴士标志为醒目的大眼睛，共有3条线路：蓝线(南线)、红线(北线)和绿线(沿海线

)，其中绿线只在4-9月运营，这些线路经过巴塞罗那市内大部分景点，并提供中文讲解器，线路

间也有多个交汇处方便换车，另有一本打折集，最快5分钟一班。

票价：一天票为21.6欧，两天票为27.6欧，在线购买可打9折。有效期内可任意上下，无限次搭乘

。随票附送地图、景点介绍和打折券。

线路及购买可访问www.barcelonabusturistic.cat/web/guest/rutes

运营时间：夏季09:00-20:00

冬季09:00-19:00，每10-30分钟一班，全程约2小时。1月1日和12月25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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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交车：

普通公交车运营时间为早5、6点至晚10、11点，多数车都会经过加泰罗尼亚广场。晚上也有Nitbus

（夜班车），运营至凌晨5点，均经过加泰罗尼亚广场，每30-45分钟一班。

有轨电车(Tram)：

巴塞罗那有轨电车共有4条线路(T1-T4)，兼有公交车视野开阔和地铁准时、舒适的优点。

票价：上述公共交通通用同一种车票，票价相同。巴塞罗那共分６个区，主要景点均在１区，1区

内单程票2欧元。

换乘优惠：进站后75分钟内免费换乘不同交通线路（如地铁换FGC，FGC换公交等，两次换乘交

通方式不同）。

运营时间：大部分线路的运营时间为平日07:00-22:00，周末09:00-22:00。

旅人提示：

公交车和有轨电车车上都不卖票，车站也不一定有售票点，最好提前在地铁站买好票。

   

6、地铁

罗马的公交系统由公共汽车、电车、地铁、近郊铁路等组成，车票通用，单程票在75分钟内可以

自由换乘。

地铁(Metro)：

       巴塞罗那地铁由TMB（巴塞罗那公交公司）和FCG两家公司运营。

TMB（巴塞罗那公交公司）：

拥有多条地铁线路，地铁路线图可在旅游中心或地铁售票处自取，也可登陆

www.tmb.cat/img/genplano.pdf

下载，自己打印。除早晚高峰时段外，其他时间都不算拥挤。地铁口附件会有醒目的红底白色菱

形框中红色“M”的标志，以告诉人们地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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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地铁地图

FCG：

这是一家私营地铁公司，负责连接市区和郊区，有线路到达提比达波、蒙塞拉特山。六号到八号

线是这家公司在运营。车票与公营地铁通用，没有区别。

运营时间：周日-周四05:00-00:00；周五、周六、节日运营到凌晨02:00。

票价：单程票2欧元，也可使用巴塞罗那卡。

旅人提示：

1、巴塞罗那地铁有两种车型，旧车型车门会自动开关，新车型需要自己开门，没有人上下车的话

车门不会开启。

2、多数车站的双向站台使用同一出入口，但也有个别车站双向站台分别出入，一不小心上错站台

再出站就要重新买票。

3、车票地铁、近郊铁路、公交车、有轨电车通用，在75分钟内任意换乘都只算一次，但同一线路

出站再进站算两次。

市内短途火车

Cercanias为短途火车，主要到达巴塞罗那附近的小城市；火车renfe为西班牙国家铁路运营，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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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机场的线路，但不能直达市区。近郊铁路连接巴塞罗那与附近城市，也可以前往机场。近郊铁

路车站的标志为红底的“C”字。

旅人提示：

在加泰罗尼亚广场、Sants火车站等重要换乘站，多条线路共用轨道，确认后再上车；近郊铁路的

车辆间隔时间长，但很准时。所以买票时最好索取列车时刻表，以免在等车上浪费过多时间。

   

7、出租车

巴塞罗那出租车车身为黑黄两色，数量很多，随处可见。出租车停靠点打车比较便利，有蓝底和

大T牌子的是出租车停靠点。白天与夜晚价格不同，夜间相对较贵。空驶计程车在挡风玻璃上会

显示""Lliure""或是""Libre""，晚上则会在车顶亮起绿灯。

价格：平时起步价2欧元，之后每公里加收0.9欧元，夜间、周末、节假日加收20%左右。此外，前

往机场或者有行李都会另收费。

出租车预约电话：0034932235151

旅人提示：

懂英语的司机很少，甚至讲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也不容易沟通。最好将目的地用加泰罗尼亚

语写在小纸条上备用。

   

8、自行车

在地中海之滨的巴塞罗那，这里的自行车道很完善，交通也很有秩序，只需遵守当地的一些交通

规则。租自行车可按小时或天计算，Barnabike还组织城市游，详情可上www.bornbikebarcelona.com

查询。

营业时间：09:30-20:00；全年开放(12月25日及1月1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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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玩在巴城行程设计

   

1、巴塞罗那四日游

        路线：

       第一天  神圣家族教堂（这个地方地铁站有一个地铁的信息资讯中心，可以拿到一

本厚厚的公交的书，作第三天的公交旅游用）——hostel放行李——步行蒙锥克奥运场馆——格兰

西亚大街，上面有各种高迪作品；

       第二天  哥特区，从加泰罗尼亚广场开始。这个广场有最大的旅游咨询中心，但是

其实没什么用。然后沿兰布拉大街走下来，沿线的经典走完。

       第三天  蒙锥克的西班牙村——蒙锥克的MNAC——然后去米拉公寓。

第四天  巴塞罗那周边任意一岛上游玩一天。

其实依此可类推多日游。

       Tips:最好一大早去圣家堂，不然上楼顶的电梯会很多人。

       正常预算：50欧住宿，10欧每天低保餐饮，再加交通10欧，门票就丰俭由人了。

   

2、巴塞罗那两日游

第一天

在观光车露天的上层边浏览市容，喜欢拍照的可劲儿拍照，转一大圈后，在西班牙广场下车，沿

广场向制高点的犹太山攀登。爬到山顶，站在山丘的古城之巅眺望市区及港口，全城景观尽收眼

底。欣赏美景后，不妨去趟博物馆，要是赶上星期日，门票免费，就更爽了。出门找观光车车站

，去海边。

沿着巴塞罗那宁静的海湾，漫步在弯弯曲曲的海边木板桥上，桥上平行波浪式的装饰物十分醒目

耀眼，走到长椅傍坐下，静静地感受着扑面而来清凉的海风，海鸟一会儿翱翔在天空中，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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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岸上低着头不停地叼着食物，一会儿在近处的海面上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游来游去。远处高

杆林立、白花花的帆船停靠在港湾里，洒脱休闲的人们躺在木板桥上，二郎腿翘着享受着阳光、

海风，真是悠哉游哉。这种久违的感觉，让你远离闹市，撇开烦恼，内心如此的平静。

海湾的另一头是哥伦布的纪念塔。哥伦布的雕像高高地耸立在顶尖上，此地就是当年哥伦布远航

时出海口。附近海里停泊着哥伦布航海时乘的“拉尼亚”号帆船的副本。下午可以上观光车回Bar

celona火车站周边的景点悠闲的转，在这里，节奏不必太紧凑。

暮色降临时，先吃一顿paella或者随便找个小馆子吃点tapas，然后漫步街头，去看一场弗拉门戈表

演。

第二天

专程去远离市中心的圣家大教堂、桂尔公园悠闲的逛一天，记得去之前把相机的SD卡腾出空间，

相机充好电。不然你的相机会抱怨你准备不足的。

   

3、巴塞罗那精华初体验

线路设计：圣家教堂→米拉之家或石头屋→巴特约之家→兰布拉大街→古埃尔宫→哥伦布纪念碑

线路特色：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如果只有一天时间来游玩，那么高迪遗作圣家教堂、

造型奇特的巴特约之家、繁华的兰布拉大街等精华景点将是你不可错过的。

行程安排：

早上乘地铁2线（紫色）、5线（蓝色）至Sagrada

Familia站下前往圣家教堂

。高迪的遗作，世界上唯一一座还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在教堂内游客可乘电梯直达

塔顶，或沿螺旋楼梯而上，饱览巴塞罗那市容，最好提前网络订票。之后在Sagrada

Família站乘地铁5号线（蓝色）在Diagonal站下前往米拉之家

。波浪形的外观、白色石材砌的外墙、扭曲回绕的铁条、铁板制的阳台栏杆、不规则的中央庭院

以及那戴头盔士兵造型的烟囱是它最著名的标志。之后步行约6分钟抵达巴特约之家

。这里以造型怪异而闻名于世，外墙缀满了蓝色和绿色的西班牙瓷砖，阳台形状犹如骷髅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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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还有形状怪异的烟囱和排风口。之后在Casa

Batlló站乘坐地铁3号线（绿色）在Liceu站下前往兰布拉大街

，这条街是巴塞罗那城中最热闹的街道，街上各色商铺鳞次栉比，可以淘到不少有趣的商品。在

大街上还有许多搞行为艺术的人，售卖各种各样好看的饰品。沿大街向南走到carrer nou de la

rambla街右拐就到了古埃尔宫

，铁艺铸造的桂尔家族族徽及铁艺装饰是这里的最大特色。此外，建筑的内部装潢也富丽堂皇，

精彩细致，高迪的曲线建筑风格在此开始浮现。再步行约8分钟抵达哥伦布纪念碑

，纪念碑内部设有电梯，可以登顶一览海港美景。但电梯只能容纳2人，所以入口处排队是常事。

   

4、巴塞罗那市中心徒步

线路设计：

泰罗尼亚广场→兰布拉大街→总督夫人宫→波盖利亚市场→利塞欧大剧院→古埃尔宫→哥伦布纪

念碑→La Fonda

线路特色：

著名的兰布拉大街上有不少知名景点，且相距不远，非常适合徒步游玩。沿街可游览加泰罗尼亚

广场、总督夫人宫、古埃尔宫等景点，游玩之余还可品尝地道的西班牙美食。

行程安排：

早上坐地铁L1（红色）、L3（绿色）线在Catalunya站下前往加泰罗尼亚广场

，和许多欧洲广场一样这里并不大，但广场上的喷泉和雕塑很值得一看，而且总是有成群的鸽子

在广场和草坪上闲庭信步。广场是兰布拉大街

的起点，这条街是巴塞罗那城中最热闹的街道，大街上站满了搞行为艺术的人，售卖各种各样好

看的饰品。沿着大街往前走，不久就会看到总督夫人宫

，它是大街上最精美的建筑，目前这里是巴塞罗那信息问讯处之一，可以领取一些旅游手册。在

总督夫人宫的隔壁就是波盖利亚市场

，这里是欧洲货源最优的农产品市场之一，相比欧洲其它国家的水果的高额售价，这里的水果绝

对可以让你吃个够，尤其是鲜榨果汁一定要尝尝。继续沿着大街走300米左右便是巴塞罗那人最引

以为傲的利塞欧大剧院。虽被烧毁过但重建后依旧保留着原来的风格。从大剧院出来走到car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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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 de la

rambla街右拐进去就会看到古埃尔宫

。铁艺铸造的桂尔家族族徽及铁艺装饰是这里的最大特色。从古埃尔宫出来回到兰布拉大街走到

尽头就是哥伦布纪念碑

。纪念碑内部设有电梯，可以登顶一览海港美景。但电梯只能容纳2人，所以入口处排队是常事。

   

5、巴塞罗那三日深度游

线路设计：

D1：→加泰罗尼亚广场→兰布拉大街→波盖利亚市场→古埃尔宫→La

Fonda→米罗基金会→加泰罗尼亚宫→西班牙村→巴塞罗那奥林匹克公园

D2：古埃尔公园→圣十字圣保罗医院→圣家教堂→米拉之家或石头屋→巴特约之家→格拉西亚大

街

D3：加泰罗尼亚音乐宫→巴塞罗那大教堂→巴塞罗那国王广场→圣海梅广场→毕加索纪念馆→海

之圣玛利亚教堂→巴塞罗那城堡公园→加泰罗尼亚历史博物馆→小巴塞罗那海滩

线路特色：

如果时间充裕不妨在巴塞罗那多待两天深度畅游，欣赏天才建筑师们留下的建筑，在海滩上感受

西班牙人独有的热情与奔放，在地道的西班牙餐厅品尝丰盛的海鲜大餐。

行程安排：

D1：

早上坐地铁L1（红色）、L3（绿色）线在Catalunya站下前往加泰罗尼亚广场

，和许多欧洲广场一样这里并不大，但广场上的喷泉和雕塑很值得一看，而且总是有成群的鸽子

在广场和草坪上闲庭信步。广场是兰布拉大街

的起点，这条街是巴塞罗那城中最热闹的街道，大街上站满了搞行为艺术的人，售卖各种各样好

看的饰品。沿着大街往前走，不久就会看到波盖利亚市场

，这里是欧洲货源最优的农产品市场之一，相比欧洲其它国家的水果的高额售价，这里的水果绝

对可以让你吃个够，尤其是鲜榨果汁一定要尝尝。沿街继续走到carrer nou de la

rambla街右拐进去就会看到古埃尔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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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艺铸造的桂尔家族族徽及铁艺装饰是这里的最大特色。从古埃尔宫出来可以选择在兰布拉大

街上的La

Fonda

吃顿午饭。餐厅的性价比很高，海鲜饭是这里的特色。午饭过后在Liceu站乘坐3号线（绿色）在Es

panya Parada站下换乘150路在Av Miramar-Fundació Joan

Miró站下前往米罗基金会

，这里是收藏米罗作品最丰富的美术馆，藏品近万件，涵盖了绘画、雕刻、纺织品、版画、海报

、素描等。再步行约10分钟前往加泰罗尼亚宫

，它是加泰罗尼亚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收藏了从罗马时期直到现代的各类艺术珍品，全方位地

展示加泰罗尼亚的艺术史。之后步行约12分钟抵达西班牙村

这是建于1929年的主题公园，原样重现了西班牙各地的标志性建筑物。如今这里还是一个销售手

工艺品的场所。再走10分钟就到了巴塞罗那奥林匹克公园

，成功的奥运会使巴塞罗那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城市，如今在奥林匹克公园依旧保存了大量奥运会

时所兴建的场馆。

D2：

早上乘地铁3号线（绿色）在Lesseps或Vallcarga站下前往古埃尔公园

，高迪创作生涯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石头和彩色马赛克装饰是这里的特色。碎瓷拼贴法装饰的蛇

形长椅、百柱大厅的天花板和主台阶上的彩色蜥蜴都是这里的标志。然后在Lesseps站乘坐N0路在

Alfons X换乘地铁4号线（黄色）在Guinardó Hospital de Sant

Pau站下前往圣十字圣保罗医院

，建筑师蒙达内尔父子的作品，这座规模宏大的医院由彩色马赛克装饰的小楼组成，各建筑间还

点缀着花园和绿地。再步行12分钟抵达圣家教堂

，高迪的遗作，世界上唯一一座还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在教堂内游客可乘电梯直达

塔顶，或沿螺旋楼梯而上，饱览巴塞罗那市容，最好提前网络订票。接着在Sagrada

Família站乘地铁5号线（蓝色）在Diagonal站下前往米拉之家

，波浪形的外观、白色石材砌的外墙、扭曲回绕的铁条、铁板制的阳台栏杆、不规则的中央庭院

以及那戴头盔士兵造型的烟囱是它最著名的标志。接着步行约6分钟就到了巴特约之家

。整栋建筑以造型怪异而闻名于世，外墙缀满了蓝色和绿色的西班牙瓷砖，阳台形状犹如骷髅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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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顶还有形状怪异的烟囱和排风口。巴特约之家所在的格拉西亚大街

是选购巴塞风情艺术品的理想去处。此外，街上还汇聚了不少国际品牌。

D3：

早上乘坐地铁1号线（红色）在Urquinaona站下前往加泰罗尼亚音乐宫

，它是蒙达内尔1908年作品，巴塞罗那最令人震撼的现代派风格建筑之一。音乐宫内的彩色玻璃

画窗、无处不在的马赛克拼图和绘画作品，把整座建筑组合为一件整体艺术作品。步行约5分钟即

可到达巴塞罗那大教堂

，圣家堂的姐妹堂，在教堂顶端可俯瞰全城饱览巴塞罗那老城风光。要注意12点30之前是免费的

，下午要捐赠才能入场。大教堂的东侧是国王广场

，这里可以说是哥特地区最有历史韵味的一个角落，广场上保留有当年哥伦布在美洲大陆探险时

带回来的台阶。再走两分钟就能到圣海梅广场

，它是巴塞罗那最古老的市中心，时至今日仍然是巴塞罗那政治活动的中心。加泰罗尼亚政府大

楼和巴塞罗那政府大楼在广场两边相对而立。接着走上5分钟前往毕加索纪念馆

，纪念馆里展出了众多毕加索的早期画作。这些作品与他日后超现实主义以及抽象主义时期的作

品大相径庭。再走4分钟就是海之圣玛利亚教堂

，它是巴塞罗那最棒的哥特式教堂，教堂的正立面朴素但气势宏伟，整体结构追求完美对称。教

堂东侧不远处就是城堡公园

，公园因古城堡而得名，园内的动物园是世界是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从公园出来走5分钟就是设

在海洋宫（Palau del

Mar）内的加泰罗尼亚历史博物馆

。二楼和三楼为常设展览，以实物加模型的方式介绍公元前希腊与罗马对西班牙的影响。从这里

往海边走就是小巴塞罗那海滩

，夏天时这里总是挤满了来海滩游玩的市民，游玩时还可以和热情的本地人一起在沙滩上做游戏

。在海滩中心可轻松租到遮阳伞、沙滩椅和自行车。

   

6、高迪与巴塞罗那

线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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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圣家堂→维森斯之家→圣特雷莎修女学校→古埃尔庄园→诺坎普

D2：古埃尔宫→兰布拉大街→巴特约之家→米拉之家→古埃尔公园

线路特色：

高迪以曲线为轮廓线条，以陶瓷碎片和天然石料为建筑材料，凭借着丰富的想象力，在巴塞罗那

创造出如：米拉之家、古埃尔公园、圣家教堂等一系列鬼斧神工的伟大建筑。

行程安排：

D1：早上乘地铁2线（紫色）、5线（蓝色）至Sagrada Familia站下前往圣家教堂。高迪的遗作，世

界上唯一一座还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在教堂内游客可乘电梯直达塔顶，或沿螺旋楼

梯而上，饱览巴塞罗那市容，最好提前网络订票。之后在Familia站乘地铁3号线（绿色）在Liceu站

下前往维森斯之家，虽不及高迪的其它建筑有名，却是高迪建筑设计中第一个重要作品。建筑承

袭摩得哈尔艺术风格，大量运用西班牙瓷砖，使其散发出浓郁的地域色彩。之后在Pl Molina站乘1

6路在Mitre-Ganduxer站下前往圣特雷莎修女学校，1889年完工的高迪作品，如今依然是中小学的

校园，游客可在外面参观学校的建筑风格。接着在Mitre-Ganduxer站乘坐H6路在Pl Pius XII站下就

到了古埃尔庄园，高迪设计了这里的守卫室、围廊、马厩及部分的墙壁和大门。出色设计，使得

高迪赢得了古埃尔的青睐，并有机会建造古埃尔宫、古埃尔公园等一系列作品。如果你是巴萨的

球迷接下来可以顺路去诺坎普体育场。诺坎普是巴萨队的主场，整个欧洲大陆最大的体育场，也

是世界第二大体育场。

D2：早上乘坐地铁3号线（绿色）在Liceu站下走到carrer nou de la rambla街右拐进去就会看到古埃

尔宫。铁艺铸造的桂尔家族族徽及铁艺装饰是这里的最大特色。古埃尔宫出来一拐弯就是巴塞罗

那城中最热闹的兰布拉大街，街上各色商铺鳞次栉比，可以淘到不少有趣的商品。在大街上还有

许多搞行为艺术的人，售卖各种各样好看的饰品。接着在Liceu站乘坐地铁3号线（绿色）在Casa B

atlló站下抵达巴特约之家，这里以造型怪异而闻名于世，外墙缀满了蓝色和绿色的西班牙瓷砖，

阳台形状犹如骷髅头，在屋顶还有形状怪异的烟囱和排风口。再步行约6分钟就是米拉之家，这里

波浪形的外观、白色石材砌的外墙、扭曲回绕的铁条、铁板制的阳台栏杆、不规则的中央庭院以

及那戴头盔士兵造型的烟囱是它最著名的标志。之后在Diagonal站乘坐地铁3号线Vallcarca站下就

是古埃尔公园，高迪创作生涯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石头和彩色马赛克装饰是这里的特色。碎瓷拼

贴法装饰的蛇形长椅、百柱大厅的天花板和主台阶上的彩色蜥蜴都是这里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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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漫步巴塞罗那博物馆

线路设计：

加泰罗尼亚历史博物馆→巴塞罗那巧克力博物馆→毕加索纪念馆→巴塞罗那历史博物馆→巴塞罗

那色情博物馆→巴塞罗当现代艺术博物馆→米罗基金会→加泰罗尼亚宫

线路特色：

巴塞罗那不仅拥有藏品众多的加泰罗尼亚宫，闻名遐迩的毕加索博物馆，还有现代化的当代艺术

博物馆和新奇的巧克力博物馆，它们将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巴塞罗那。

行程安排：

早上乘坐地铁4号线（黄色）在Barcelonaeta站下前往加泰罗尼亚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设在海洋宫（Palau del Mar）内，面向巴塞罗那老港。二楼和三楼为常设展览，以实物加

模型的方式介绍公元前希腊与罗马对西班牙的影响。之后步行约10分钟就是巧克力博物馆

，博物馆里的雕塑实在让人惊叹，因为你完全想不起它竟是用巧克力做的。雕塑的题材从严肃的

宗教作品到俏皮的卡通形象一应俱全。再走4分钟就是毕加索纪念馆

，这里展出了众多毕加索的早期画作。这些作品与他日后超现实主义以及抽象主义时期的作品大

相径庭。接着步行约6分钟就是巴塞罗那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介绍了巴塞罗那从罗马时代到现代的历史，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16世纪的马丁国王瞭望

塔，登上瞭望塔可俯瞰整个哥特区。接着步行10分钟就到了巴塞罗那色情博物馆

，它是全球十大“性爱主题”博物馆之一，通过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艺术、文学等方面探

索各种不同形式的情欲。接下来走8分钟左右就到了巴塞罗当现代艺术博物馆

，这里是巴塞罗那现代艺术的殿堂，展出了纷繁多样的现代艺术精品。此外，博物馆本身也是一

座充满现代艺术特色的精美建筑，是建筑大师迈耶的作品。然后在Fundació Joan Miró-Pl

Neptú站乘55路在Pl

Universitat-Pelai下就到了米罗基金会

。馆内收藏米罗作品最丰富的美术馆，藏品近万件，涵盖了绘画、雕刻、纺织品、版画、海报、

素描等。接着走上10分钟就到了加泰罗尼亚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的加泰罗尼亚宫

，收藏了从罗马时期直到现代的各类艺术珍品，全方位地展示加泰罗尼亚的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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