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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德里：欧洲之门

提到马德里，有人会想到皇马和足球，有人会想到弗拉明戈，有人会想到斗牛，有人会想到大文

豪塞万提斯和海明威。其实马德里的突出特点是其浓重的文化和艺术色彩：七十多个博物馆收罗

了相当全面的人文领域的作品；以马歇尔广场为中心的老城区，更是充满了人文与生活气息，是

到马德里必玩的地方。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在露天咖啡馆中品尝西班牙美食与美酒；到丽池公园

享受阳光；到格兰大道边购物边欣赏沿街的罗马或哥特式建筑；到餐吧或小剧场感受边舞边唱的

弗拉明戈；去体育场为皇家马德里加油⋯⋯如果有时间周边的古城也不能错过，托莱多、塞哥维

亚等众多世界遗产古城朴实且具魅力，让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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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最佳旅游时间

马德里的春秋两季候宜人，特别是秋天温暖舒适而且白昼漫长，最适宜观光游览。马德里地处高

原内陆，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气候，夏热冬冷。不过，夏季虽然炎热但比较干燥，不会特别难熬。

冬天西北的的群山挡住了来自大西洋的冷空气，最低气温也在7℃左右，算不上严寒。由于地处欧

洲大陆以西，西班牙的日落时间很晚，特别是在实行夏令时期间，晚上22点太阳还没有落山。所

以西班牙人的作息时间普遍比较晚，下午14点到17点是悠闲的午休时间，晚上20点之后才准备晚

餐，夜生活则要到午夜之后才开始。这样既充分利用阳光又躲开了正午的烈日，真是适应自然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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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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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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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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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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西班牙签证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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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馆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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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件：cog.canton.vis@ma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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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地址：Calle Arturo Soria, 113, 28043，Madrid

办公时间：每周一、三、五上午10:00-13:00

电话：0034-91-5194242

传真：0034-91-5192035

网址：www.embajadachina.es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部

办公时间:周一、三、五，上午:10.00-13.00

地址:C/JOSEFA VALCARCEL,40 28043 MADRID

电话:0034-91-7216281

传真:0034-91-7216280

   

3、前往马德里

目前，中国还没有直飞马德里的航班，需要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慕尼黑或法兰克福等地转机。

当然，不同航空公司经转地点也不同，如南航在阿姆斯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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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货币与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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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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的大部分酒店和旅行社可兑换外汇。此外，国内的银联卡也可

在EUFISERV、EURO600网络、花旗银行等带有银联标志的ATM机上提取欧元，在马德里的各大

商场、酒店也可刷卡消费或使用旅行支票支付。

兑换汇率在8.2人民币兑1欧元左右，确切汇率按照出发前的官方汇率为准。

银联取现

可在标志有Euro6000和花旗银行的ATM上取欧元现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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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和街头艺人

合影，别忘记给小费！

   

5、电压与时差

电压/插座

西班牙电压统一为220V，有两相圆脚和两相扁脚两种插座，中国游客需自带欧标转换插头。

时差

西班牙的时间比中国慢7小时，即马德里时间是当日下午2点的时候，西班牙时间为当日早上7点。

但是西班牙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凌晨至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的凌晨实行夏令时，届时会比中国

慢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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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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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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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旅途中有用的西班牙语

中文 发音

你好         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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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不可思议
要和西班牙人打交道第一句就用这个，用的范围非常广，能拉近距离哦。

谢谢         格拉西亚斯  

对不起      佩尔顿       

好的         C             写法是si，发音同英文字母c

不好         no            o发“哦”音

1            uno          

玩过这个纸牌游戏么，一样的发音，记得u发“呜”哦

2            dos           就和以前的计算机系统dos一样发音啦

3            多雷斯

水          aqua          

可乐        cola          

这些词你要会看：

salida    出口   Entrada - 入口

Aseos/Servicios - 卫生间 Hombres/caballero/se�or - 男

Mujeres/se�ora - 女    taqilla   售票处

Abierto - 营业中 Cerrado - 停止营业

Prohibido - 禁止 Aparcamiento - 停车

Peligro - 危险 Farmacia - 药店

Banco - 银行 Museo - 博物馆

Taqilla - 售票处

   

8、关于马德里卡 Madrid Caard

A、超过50家博物馆和景点免费进入（包括Prado Nacional

Museum，Thyssen-BomemiszaMuseum和ReinaSofia Nacional Museum ）

B、商店和餐厅享有折扣

C、免费参加导览游

D、优先进入热门景点，避免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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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附赠带有城市地图的导游册

F、有多种选择：24小时、48小时、72小时和120小时；分成人和儿童（6-12岁）2种

具体票价（欧元）：

G、购买：位于Plaza Mayor的游客中心或www.madridcard.com

   

9、漫话马德里

两千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但这里山川秀丽，景色宜人，纳瓦塞拉达雪山的奇

峻妩媚赋予它壮丽的自然景色，那条蜿蜒曲折的曼萨那雷斯河，不分昼夜地流向远方。由于它的

美丽，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突然在一夜之间被罗马人占领了，后来又先后遭西哥特人和阿

拉伯人统治。公元9世纪时，为了在这里长期扎根，阿拉伯人便修筑了城堡和工事，取名为“马吉

里特”，意为“美丽的家园”。

罗马统治

在马德里市区，罗马时期的遗迹只存在于博物馆，整个城市几乎看不到任何时间留下的痕迹。而

在马德里的周边地区，还存在着不少古代村落和古代道路的遗迹。阿尔卡拉城地区是罗马艺术在

马德里自治大区的代表地。

西哥特时代

中世纪初西歌特人在马德里地区的活动很有限，他们的首都是卡斯蒂利亚-莱昂地区的名城托莱多

。

穆斯林建城

十一世纪后半叶，默罕穆德一世为了抵御天主教势力的进攻，把地理位置优越的马德里建成托莱

多城的防卫要塞，这是马德里建城的开始。在1083年阿方索六世占领该地区之后，马德里最终被

并入卡斯蒂利亚-莱昂天主教统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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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首都

1309年，费尔南多四世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一次国会。自那一年起，马德里无数次成为卡斯蒂亚国

会的召开地。1477年，天主教双王（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声势浩大地进驻马德里。但直到1606

年，马德里的卡斯蒂亚王国首都地位才得到最终的确定。在哈布斯堡王朝，马德里成为整个西班

牙的首都，直到现在。

马德里像圣彼得堡、华盛顿和巴西利亚一样，是一个按计划建设的首都。这个城市是依靠庞大的

行政机构的存在发展起来的。现在，马德里市区面积607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名胜古迹遍布

全城，文化气息十分浓烈，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也是欧洲的第四大都市，列于伦敦、巴黎和莫

斯科之后。

   

10、地理方位

马德里位于西班牙中部，也即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心，坐落在梅塞塔高原上，海拔670米，是欧洲地

势最高的首都。作为首都的马德里算是一个大城市，整个城市划分为21个区，但游客必访的观光

景点大部分集中在市中心的旧城区。城市中心的地标就是太阳门广场，如果以其以圆心画一个1 k

m的圆，普拉多美术馆、皇宫等主要景点皆在此范围内，其间还有许多漂亮的建筑，非常适合步

行游览。

太阳门广场以北是现代化购物区，位于东北方的萨拉曼卡区（Salamanca）是有名的富人区，环境

幽雅，商业街上随处可见一线大牌。格兰维亚区（la Gran Vía）和卡斯特亚纳区（el Paseo de La C

astellana）则是马德里新发展的城区，风格十分现代前卫。格兰维亚区从20世纪初开始建设，现在

则出落成商业、娱乐和酒店中心。卡斯特亚纳区贯穿城市南北，那里有最高级的酒店以及大公司

总部的高楼大厦。Retiro区就是丽池公园附近，这里也是旅游的重要区域，著名的“艺术散步区”

（Paseo del Arte）就在这里。Chamberí区位于大学城附近，学术气息较浓；Tetuán和Usera区是

典型的中国人聚居的区域，这里可以买到中国的各种食品等；机场位于城市东北方的Barajas区，

距离市中心约15 km。

马德里的景点分布形式为整体分散，小区域集中。即：景点分散在几个大区里，同一区域内的景

点分布较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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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方位图

   

11、马德里名字由来

“马德里”的意思就是“妈妈快跑”。

传说在古代，马德里只是一个位于原始森林中的只有几户人家的地方。有一天，一个孩子在家门

口玩耍，一头黑熊向他扑来，他急中生智地爬到了树上。正在这时，他的母亲找他回家，她只顾

寻找孩子，根本没注意到蹲在树下张着血盆大口的黑熊。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孩子不顾自己的

安危，在树上大喊起来：“mad-rid！mad-rid（妈妈，快跑，妈妈，快跑）！”母亲这才惊觉，躲

到了安全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个勇敢的孩子，这块地方在建城后，人们便用这句话“妈妈快跑”

作为了城市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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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之路

踏上马德里的土地，便可以感受到盛行于中世纪浓厚的骑士之风。属于骑士的剑和铠甲仍不时地

出现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街角或某个橱窗，流淌于堂吉诃德血液里的关乎骑士的精神和理想在现代

世界里依然弥足珍贵。

马德里王宫对面的西班牙广场上矗立着著名的堂吉诃德纪念碑，用花岗石建起的纪念碑的基柱正

面，是巨大的由白色大理石塑成的塞万提斯雕像。塞万提斯戴着项套，披着16世纪的披风，他在

勒邦德大战时失去的左臂被巧妙地掩在披风的里面，右手则握着他的巨著《堂吉诃德》。碑上还

塑着一群读者围绕着巨大石球，象征着《堂吉诃德》誉满全球。纪念碑前，紫铜色的手拿长矛的

堂吉诃德像和骑着驴的仆人桑丘像并辔而行，他们生于塞万提斯的羽毛笔下，生于西班牙骑士的

精髓中。看到堂吉诃德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无刃长矛的雕像，不禁令人回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种

种有趣的桥段。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arvantes Saaredra，1547-1616），西班牙伟大的作家、戏剧家和

诗人，一生穷困潦倒，最终连坟墓在何处都无人知晓。然而今天，他的塑像立在马德里的市中心

，他的家乡被当作圣地朝拜，他的名字与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并列而毫不逊色。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笔下的那个经典人物：堂吉诃德。

一个瘦弱的没落贵族堂吉诃德，因为迷恋古代骑士小说，竟用劣马破甲装扮起来，雇了农民桑丘

作侍从，周游全国行侠仗义。小说的前言和内容中，作者一再强调，他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和批判

虚无荒唐的骑士文学。然而堂吉诃德却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骑士。他疯疯癫癫，事事遵从荒唐的

骑士法则，然而在无涉骑士精神的事情上他却异常睿智，针砭时弊妙语如珠。他的疯狂引出了不

少笑话，他的睿智又让读者在捧腹大笑时也感到一丝辛酸。虽然故事荒诞，塞万提斯却以写实的

笔触描绘了16-17世纪西班牙王国的社会风貌。

小说在世界各国翻译出版了1000多次，成为世界各国读者普遍熟悉和喜爱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

堂吉诃德也渐渐不再只是一个可怜可笑的疯子，而成为高尚理想、执著追求、纯真情怀的代名词

。笛福曾自豪地称鲁滨逊具有一种堂吉诃德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若想看懂他的《白痴》，

必须首先阅读《堂吉诃德》；福克纳更是每年读一遍《堂吉诃德》，“就像别人读《圣经》似的

”。难怪有人说，如果选择一本书来代表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最能体现西班牙人性格的当然是《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的精神和他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早已注入人们的血骨，在岁月隐隐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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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未稍离。

   

13、弗拉明戈舞

弗拉明戈舞，歌、舞蹈、吉他浑然一体，表现了人间的欢乐与悲伤。在塔布拉奥品尝着葡萄美酒

，感受到的就是热情洋溢的西班牙。

弗拉明戈艺术中有大量的悲愤、抗争、希望和自豪的情绪宣泄。弗拉明戈歌唱者的自然接近沙哑

的发音方式体现了这种艺术起源的环境，也影响了西班牙其他的艺术形式。吉普吉赛人从小在弗

拉明戈舞的环境里长大，一家不论老小都能跳或唱，要说他们流着弗拉明戈的血液，甚至自称“

只有吉普赛人才能真正跳好弗拉明戈舞”也不为过。吉普赛人生活的颠沛流离、放纵与自由，使

弗拉明戈舞呈现出自由、热情和矛盾的特质。而很多舞者年龄越大，跳得越有味道，这是因为艺

术家的天分和人生经历比技巧更重要。

   

14、斗牛之都马德里

说到西班牙，大部分人的脑海里面就会联想到斗牛的场景。有一句俗语：“西班牙人干什么都不

准时，只有斗牛准时。”由此可见斗牛在西班牙的地位。斗牛的危险性和残忍度有目共睹，不少

斗牛士都命丧斗牛场，斗牛的魅力也在于此：这是一种冒险的运动，过程充满了血腥和美丽，斗

牛士与公牛之间的纠缠，是一场华丽的艺术之舞。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曾说过：“斗牛是唯一一种使艺术家处于死亡威胁之中的艺术。”难怪

有人说：“只要西班牙民族存在一天，斗牛就不会消失！”

斗牛源起

在阿尔达米拉岩洞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岩壁画里，人们看到了一些记录着人与牛搏斗的描绘。

根据历史记载，曾经统治西班牙的古罗马恺撒大帝就热忠于骑在马上斗牛。至此，现代斗牛的雏

形基本形成。在这以后的六百多年时间里，这一竞技运动一直被认为是勇敢善战的象征，在西班

牙的贵族中颇为流行。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波旁王朝统治时期，第一位国王菲利佩五世对于这项

运动深恶痛绝，认为这种容易对皇室成员造成伤害的残酷运动应该被禁止。此后，这一传统贵族

专利就从皇宫传到了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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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牛

西班牙斗牛只用布拉沃牛，黄牛、水牛、牦牛和其他牛全都没戏。布拉沃牛的牧养是目前欧洲惟

一的放牧活动，牛群在牧场里处于半野生状态，但是饲料齐备，照顾全面，健康而且营养均衡，

培养并形成了自己在牛家族中独特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只有它们被拉去斗，给人斗。它们在牧

场享受四五年衣食无忧的好时光，然后将面临最终的考验，就是在斗牛场上的表现。

关于斗牛士

在西班牙乃至整个西语世界里，斗牛士被视为英勇无畏的男子汉，倍受国人的敬仰与崇拜。西班

牙斗牛士的地位高出一般的社会名流和演艺界人事，这个独特的人群具备高雅、勇敢的灵魂，他

们将技术和体力、柔美和勇猛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其实斗牛并非男子的专利，在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之前一直都有女性参与这项运动，只是而后女斗牛士被禁止。但最近十年，又有不少女性陆

续投身到这项勇敢者的挑战中。斗牛士按照等级分为正式斗牛士和见习斗牛士。见习斗牛士只能

斗三岁以下的牛，只有正式斗牛士才可以挑战五百公斤的凶猛公牛。

关于竞技场

斗牛竞技场占地面积极广，足可容纳上万人，格局和古罗马的斗兽场相仿，一般都为露天的竞技

场，四周是水泥台阶的观众席。向阳的座位门票较便宜，太阳照射不到的座位较贵些。椭圆形的

竞技场中央为斗牛场地，表面薄薄地铺着均匀的黄沙，斗牛士与牛的搏命拼斗便在这个区域上演

。斗牛场地周围设有2米高的厚木板墙栏、通道，使之与观众席隔开。四面则有可随时启闭的门，

以控制人兽的出入。门与围墙之间有较宽的缝隙，当斗牛场面不能为人所控制时，斗牛士可以暂

时躲进这里，以避开牛的锋芒及不必要的受伤。在主席台的正对面和左面的观众席最上方，各有

一支铜管乐队，他们指挥和调控着整个斗牛的程序。

关于比赛

在斗牛的每个阶段，无论是斗牛士的出场顺序，还是轮到每个人出什么“招式”，都是由“艺术

规则”事先确定的，没有规则，不讲礼仪，严格说来那其实不是斗牛，是斗人。

斗一头牛分成三个部分。头两个部分是斗牛士的艺术性冒险动作汇演，由多个斗牛士用正面红色

背面黄色的披风挑逗牛，在马背上用长矛扎牛，并在牛背上分3次插入6条花箭，总之要把牛搞得

血流满地，筋疲力尽；第三部分是正牌斗牛士上场，摘掉帽子，独自拿一块叫穆莱塔的红布，在

完成把自己的荣誉建立在牛的痛苦的基础上的表演后，把剑整柄从背部插入牛的心脏，一招致死

。引诱公牛冲动的不是斗牛士的红色或黄色的斗篷，而是移动的物体，因为牛都是色盲。在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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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伤的情况下，生性好斗的公牛很容易被任何移动的物体所激怒。

一场斗牛通常在下午过半的时候开始，比如在马德里开始的时间是下午7点。一场斗牛表演要杀掉

6头牛，由3个斗牛士轮流上，整个过程大约持续2个小时。

   

15、皇马足球文化

说到西班牙的文化，除了激烈的斗牛比赛和热情洋溢的Flamenco，就是足球了。最为人所熟知的

，无疑是巴萨和皇马两支球队。

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Real Madrid Club de Fútbol，简称为皇马）是一家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的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02年3月6日，是现今欧洲乃至世界球坛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2000年12

月11日，国际足球联合会选出皇家马德里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俱乐部。

皇家马德里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最成功的俱乐部，曾经夺得过9次欧洲冠军杯冠军，是目前赢得最

多欧洲冠军杯冠军的俱乐部。而本土方面一共夺得32次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18次西班牙国王杯

冠军及9次西班牙超级杯。皇家马德里现时还有预备队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Real Madrid Castilla，

即皇家马德里B队）在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比赛。另外皇家马德里在1932年成立篮球队－皇家马德

里Baloncesto，而且球队成就与足球队同样显赫，8度成为欧洲冠军及多次成为本土篮球联赛冠军

。

欧洲和南美洲是现代世界足球版图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流派。各自所表现出来的打法特点截然

不同，风格迥异，是各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西班牙足球却是这两个流派结合体的最好体现。

西班牙的华丽足球是不可复制的，其独特的艺术韵味屹立于世界足坛，桀骜不驯，永不退缩，在

他们的足球哲学中，像斗牛一样带有调戏意味的一剑一剑刺死对手，远比重炮过后的灰飞烟灭要

更有快感。他们必须赢得优雅，完全掌控比赛的节奏，等待他们眼中的那头公牛喘着粗气毫无还

手之力时，再轻轻给予致命一击，可见，没有哪个国家的足球如西班牙如此般游戏人生，魅力无

穷。

   

16、寻找海明威的足迹

海明威的足迹遍布地球很多地方——最为著名的有巴黎、潘普洛纳、哈瓦纳、基韦斯特、凯彻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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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达荷（这里也是海明威于1961年7月结束生命的地点）。但是，马德里永远是他心上最柔软温

暖的，其它城市无法比拟，他称马德里是最具西班牙特色的城市，原因是此地汇聚了来自这个国

度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物。海明威也执笔为马德里写了一则小故事，题为“世界之都”。

说来海明威在马德里的痕迹并没有多么深刻，但却密集，密集到很多细碎的角落都有他留下的只

言片语和往昔的身影——有五十年历史的Corral de la Moreria最为著名的就是弗拉明戈舞表演，海

明威曾光顾过这里；惠灵顿酒店于1952年开张，海明威曾是这里的常客；1725年开业的Botín餐

厅以烤乳猪和烤羊肉闻名，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最后一幕正是发生在这里；圣安娜

广场对面的Cervecería Alemana酒吧是海明威最爱的地方之一；还有宽阔的格兰大道，海明威称

它为马德里的地标，抵得上百老汇和第五大道叠加起来的风采；30年代时海明威经常光顾一家叫

做Museo Chicote的鸡尾酒吧，与国际记者们汇聚一堂⋯⋯

从20年代到最后一次造访的1960年，这位伟大的作家在马德里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海明威时的马

德里，街道两旁挤满了酒吧，斗牛竞技场和餐馆，如今的模样依然如初，只是，多了些陈年已久

的沧桑感。

   

17、节日和重大活动

三王节：1月6日

1月6日的“三王节”，是传说中“东方三王”向圣婴耶稣献礼的日子。西班牙的孩子们被告知，

给他们带来礼物的是三位国王，而不是圣诞老人。因此，这个节日，主要是孩子们的节日。庆祝

活动开始后，长长的车队就鱼贯而行，缓缓地向市中心广场进发。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拥挤得

水泄不通。车队均张灯结彩，表演的人们一个个都戴红穿绿，化装成各种小丑和神话中的妖魔鬼

怪，敲着鼓，吹着号，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引得人们喜笑颜开。

狂欢节：2月9日-13日（2013年）

马德里狂欢节举办的日期每年都会略有变化，但总会在2月左右，这是天主教的一个庆典。狂欢节

的时候，人们会肆意的狂欢，打扮成各种自己想装扮的样子，然后上街游行。今年的狂欢节在2月

9日周六18:00在La Villa广场开始，为期5天包括化妆舞会和艺术展览等活动。

五月二日庆典

这个活动是马德里自治区特有的节日，有五花八门的庆祝活动，主要有音乐会、露天舞蹈和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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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伊西德罗节：5月15日

为了纪念马德里这座城市的守护神，每年的5月15日，马德里都会举办盛大的圣伊西德罗节，在为

期近一个月的庆祝活动中，马德里随处可见身着传统服饰的当地居民，朝圣者则会到代表圣者所

在的草地上朝圣并饮用圣水，人们可以在拉斯班塔斯斗牛场观看精彩的斗牛表演，更有各式的音

乐会及露天舞会值得观赏。

圣安东尼奥节：6月13日

圣安东尼奥节是马德里最大的街头聚会，人们在节日的这一天，会走上街头载歌载舞，亲朋好友

共聚一堂，欢庆夏季的来临。而年轻的单身女子则会按照古老的传统来到教堂，在洗礼盆中小心

翼翼地放置13枚别针，如果其中一枚别针刺到了她的手，据说她就会在这一年遇到生命中的另一

半。

西班牙奔牛节：7月6日-14日

西班牙奔牛节(Running of the Bulls)又称圣佛明节，和你想象的一样，这绝对是个疯狂的节日，地

点在西班牙东北部潘普洛纳城。在节日的几天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穿上白衣裤，缠上红腰带

，表示参加的意愿。将6条经过两年专门驯养的公牛，突然从牛棚放出，跟在一大群小伙子后面，

狂奔乱闯，穿城而过，犹如一群长跑健将，直奔斗牛场。这些牛非常凶悍，有的牛角被磨尖，甚

至露出神经，一触既痛，有的牛眼睛被抹上辣椒，以激怒它，引发它的野性。沿途观者如潮，欢

声震耳欲聋。

白鸽节：8月15日

这是一个独具马德里地方性特色的、象征美好与圣洁的节日，在每年的8月15日举办。虽然许多马

德里居民会在此时去其它城市的海边享受悠长的假日，不过这依然是这座城市在夏天最盛大的宗

教节日。市民们会在节日期间用鲜花装扮街道，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街头艺人的表演以及管弦乐

队的演奏、艺术展览、美食摊位、跳蚤市场和小酒吧等。而对于孩子们来说，则可以在晚上来到

de La Paja和de Las Vistillas广场上听大人们讲故事，或者是观看难得一见的木偶表演。

旅人提示：

如果你想加入节日的人群中和当地人一起过节，点击下列网址进入，可以看到所有的节日信息：

www.spanish-fiestas.com，然后点击Spanish Festivals Calendar，安排好自己的旅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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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实用信息

紧急求助电话

欧盟标准急救电话：112

紧急医疗服务：061

国家警察局：091

市政警察：092

市区警察：0034-91-5885000

交通警察：0034-91-4577700

马德里市政府：0034-91-5340200

电话查号台：11818

城市信息查询：010

市民信息大区咨询：012

马德里地铁：0034-91-5525909

马德里中文报警电话：0034-91-3228598，3228599

马德里出租车：0034-91-5478500

BARAJAS机场：0034-91-3058343

马德里长途汽车南站：0034-91-4684200

消费者委员会：0034-91-5802258

VISA-ELECTRON：0034-91-5192100

SERVIRED：0034-91-5196000

MASTERCARD：0034-91-5193800

公共汽车信息：0034-91-4068810

   

19、旅游须知

1、西班牙人在官方场合与客人见面时，一般惯行握手礼。他们亲朋好友间的相见，通常情况下，

男人要相互抱一抱肩膀；女人要轻轻搂一搂并亲吻双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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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班牙人最忌讳“13”和“星期五”。

他们不愿谈论宗教、家庭及个人工作等问题，更不愿听到有人说斗牛活动的坏话。

3、 在马德里ATM机上取钱的时候记得是先取回卡再拿钱。

4、 西班牙商店一般早晨9:00开门，有些是10:00，午餐时间是下午14:00-16:00，晚餐时间是21:00

或22:00，所以请留意餐厅的营业时间。

5、马德里是全欧洲全年晴天天数最多的一个城市，所以不想被晒黑的话记得带防晒霜，尤其是夏

天，阳光很强会晒伤。

6、众所周知，西班牙的节日很多，传统的节日里都有游行，所以会很热闹，越是你玩得尽兴之时

，也越是小偷关注你的时候；坐地铁也尤其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财物，不要图方便就把钱包相机放

在外衣的兜里。

7、总体来说，马德里的治安还是不错的，但在一些主要景点、游客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地铁上要

小心小偷。比如太阳门广场、马约尔广场、普拉多博物馆和跳骚市场附近都要提高警惕。还有市

中心的Montera大街一直都是妓女和皮条客经常出没的地点。如果是单独夜行最好避开Lavapiés区

，毒品犯罪常发生在这里。

8、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楼层的叫法上与中国存在差异。例如中国的一楼在这里被称为

地上层（Planta Baja），2层则是这里的1层（Primer Planta）。

9、西班牙当地妇女有一种“扇语”，当女性在你面前打开扇子时，把脸的下半部遮起来，则意味

着“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若将扇子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合上，则表示“我想念你”。因此初

到西班牙的男士要小心不要会错意，而女士如果不了解扇语，最好不要在西班牙的公共场所使用

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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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马德里最棒的体验

   

1、参观普拉多 看尽欧罗巴精华

对艺术爱好者们来说，马德里最值得去的莫过于普拉多博物馆，它是西班牙的骄傲，是全世界馆

藏仅次于卢浮宫的艺术宫殿，是收藏西班牙绘画及雕塑作品最全面、最权威的美术馆，也是世界

上拥有委拉斯贵兹和戈雅作品最多的博物馆。想一窥西班牙艺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杰出表现，就

不得不到此造访了。不过，想要尽览无遗，想必至少要花上半天才做得到，普拉多的稀世珍藏以

及由此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布满各个展厅，无论是谁都会在这里得到收益和陶醉。

   

2、吃火腿 品微醺的伊比利亚风

纵使带着美食之邦的骄矜来到此地，你也很容易被伊比利亚半岛的口味打动。伊比利亚火腿是西

班牙人引以为豪的特产，味道咸鲜合一，入口后唇齿生香，是许多西班牙菜肴中不可或缺的配料

。正宗的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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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火腿是很多人来到西班牙的目的之一。通常

西班牙人每天早餐都一定要吃三种以上不同的火腿。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在马德里任何一家

餐厅都可以做出少则十几种多则几十种的火腿。如果想一次过足瘾，马德里有个火腿博物馆，不

管是大快朵颐还是抄钱包囤货都不在话下。

   

3、马约尔广场感受城市情调

西班牙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马约尔广场，“Mayor”在英文中的意思是“市长”，既然每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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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定有个市长，那每一个都叫马约尔广场也就不奇怪了，但马德里的这个“市长”无疑是最有

气势也是最让人迷恋的。这里曾经是拥有50000名观众的斗牛场，也是宗教裁判所处决异教徒的刑

场。现在的马约尔广场，朴素随意但绝不轻佻，你能感觉到岁月沧桑的痕迹，古老却不沉重，也

能在面包房之家外壁那些17世纪精美的壁画装饰里感受到艳丽的活力。马约尔广场拥有许多古老

而传统的商店和咖啡馆，放弃匆匆赶路，坐下来喝杯咖啡，品尝红酒，吃tapas，聊聊天，这绝对

是你可以体验的马德里生活方式。

   

4、看一场令你惊声尖叫的斗牛表演

来到西班牙，一定要看一场斗牛表演，这是勇气和胆量的角逐。对于斗牛迷来说，斗牛是一种艺

术；对于斗牛参与者来说，斗牛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反对者来说，斗牛士一种残酷的折磨与杀

戮。不管斗牛活动将何去何从，斗牛所代表的意义和对这个国家的深远影响都无法被抹煞。英姿

飒爽的斗牛士挥动的手中的斗篷，吸引暴烈的公牛来攻击他，斗牛士巧妙的躲闪，再逐一完场长

矛穿刺、上花镖及正式斗杀一系列过程，动作娴熟，干净利落。看到来袭的公牛，坐在看台上的

你会不自觉的发出尖叫声，为斗牛士而情不自禁的紧张。当整个斗牛表演结束，你的再次惊叫欢

呼，则和斗牛士从国王手中接过的牛耳一样，是献给勇敢者最棒的喝彩。

   

5、感受与足球有关的激情

提到西班牙的足球，你一定马上就会想到皇马，这是一个众星云集的足球俱乐部，卡卡、卡西利

亚斯、C罗、伊瓜因都曾在以及正在为这里效力，即使你不是一个球迷，哪怕你对足球也只是一

知半解，来看一场皇马的足球比赛吧，看球星们在绿茵场上表演他们精湛的球技，那将是一场精

彩的视觉饕餮。如果没机会看一场真正的比赛，那就来伯纳乌球场转一转，它曾经是当时世界上

最好最大最现代化的体育场，它代表着皇马的黄金年代：最好的球队，于最好的球场。又或者，

去西贝莱斯广场一游，皇马的庆祝之夜就在这里举行，每一个皇马的战士都在这里受到球迷的致

敬和欢呼，彼时马德里上空到处飘扬着激昂的皇马队歌，此时的你也一定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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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东方广场看异国的日升日落

许多人来东方广场是冲着马德里王宫来的，的确，参观王宫最好的路线就是从东方广场开始。东

方广场中心的菲利佩四世铜像的头部细节精致无比，高耸的马头和后蹄的平衡问题可是由伽利略

解决的。站在这里，可以广义领略马德里王宫的庞大气势。不过，除却厚重的历史故事，这里也

是一个可以文艺起来的地方，不但有喷水池可以让你将疲惫的双脚泡到冰凉清澈的水中消除疲劳

，还可以在清晨领略日出的华贵，在傍晚感受日落的壮丽，要的就是那变幻光线与精致建筑交相

辉映的震撼！

   

7、格兰大道和跳蚤市场 购物乐趣多

格兰大道东起阿尔卡拉街，西到西班牙广场，这条热闹的街道是马德里最重要的购物区之一，是

现代西班牙的象征。大道上多为一些兼有欧洲及美洲风格的西班牙传统建筑，它们都有着华丽的

外观、雄伟的柱廊及临街的阳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国家电信总局，它是由美国设计师韦

克司在1929年完成的，是马德里的第一座摩天大楼，相信你一定在很多表现格兰大道的照片上一

睹过它的英姿。这林林总总的时尚名品、影院、剧院，把格兰大道装点成了马德里的百老汇。除

了格兰大道，拉斯特罗跳蚤市场也可以转一转，在小摊上寻找宝贝的乐趣可是不能错过的。

   

8、去圣米盖尔市场大快朵颐

与其说圣米盖尔是个菜市场，不如说这是个超大型的大排档，和巴塞罗那的波盖利亚市场一样，

市场里被摊主精心设计得有模有样的摊子上，整整齐齐的码放着新鲜娇嫩又性感十足的蔬菜、水

果、肉类、海鲜和调料们，随便按一下快门就是明信片的水准。不过，和波博利亚市场不同的是

，穿梭于圣米盖尔市场之中的，大部分不是那些捧着菜篮子的主妇，而是随意站着端着酒杯啜着

红酒吃着Tapas聊着天的人。超大铁板的海鲜饭、生蚝、鲜活的超大个儿章鱼、鱼子酱、夹着各种

馅料的橄榄串都可以从这里买到。即便你已经吃饱了肚子，从圣米盖尔市场穿行而过时，没准儿

就能被西班牙人端着红酒吃着生蚝的场景感染的不得不再塞点美味下肚，这种感觉简直令人欲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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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

   

9、流连马德里不受拘束的夜晚

马德里人有一句谚语：“从马德里到天堂，在天空中开有一个洞，以便回顾她的滚滚红尘”。马

德里之夜，是与酒精和弗拉门戈舞不能分割的，走进有弗拉门戈表演的餐吧、酒馆，你可以不吃

Tapas，但你绝对不可能让拒绝美酒微醺的诱惑，不能拒绝舞者肢体与裙摆挥舞出的活色生香。如

果说在马德里只给机会让你做一件事，想必有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看一场真正的弗拉明戈

。弗拉明戈是一种生活态度，爱西班牙的人，也几乎都会爱弗拉门戈舞步踏出的源自吉普赛血液

中的慷慨、狂热、豪放和不受拘束，她也是你蠢蠢欲动的深藏已久的对自由的向往。当你来到马

德里，你体内追求自由的灵魂就会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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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德里市区景点面面观

马德里市区景点相对集中，适合步行漫游，从太阳门广场往西贝莱斯广场，或从太阳门大广场往

王宫方向，沿途尽是古迹和博物馆。皇宫和普拉多博物馆是世界闻名的艺术殿堂，市内街心公园

里喷泉众多，广场各具特色，犹如一个广场之城，如太阳门广场、中央广场、西班牙广场、东方

广场等。广场大多配有雕像、喷泉、花本，广场中心多为雕像和钟楼，各有历史典故。

   

1、马德里皇宫 Palacio Real

马德里王宫建筑在奥地利王朝城堡（1734被大火焚毁）的旧址上，18世纪的马德里王宫可以被称

为一个典范，它融合了西班牙传统王室建筑风格和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石阶，王位殿，廊柱殿，

王室教堂等建筑和孟斯、戈雅、卢卡斯。乔尔丹的挂毯和绘画作品交相辉映。从中你可以看出如

果让你的室内装潢设计师放手去干，你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在王宫，你会看到你所想想象到最苦

心装饰的墙和天花板，包括庄严的褐见室。这个过于华丽的宫殿已经不再作为王室住所了，现在

只在官方招待会时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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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皇宫

门票：成人10欧元；儿童、欧盟国家65岁以上老人，或持有马德里卡、学生证5欧元；5岁以下、5

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免费

开放时间：4月至9月周一至周六09:00-18:00；周日和节假日09:00-15:00；10月至次年3月周一至周09

:30-17:00；周日和节假日09:00-14:00

交通：5号线、2号线至�pera站下车；亦可搭乘Renfe至Príncipe pío站下

电话：0034914548700

地址：Calle Bailén, s/n, 28071 Madrid �

   

2、普拉多博物馆 Museo del Prado

普拉多博物馆不但是马德里最知名的博物馆，还拥有堪称世界上最珍贵的美术品收藏之一，价值

连城的杰作令人目不暇接。这里的展品分为八个部分：主要收藏了15-19

世纪西班牙、佛兰德以及意大利的艺术作品，包括戈雅、委拉斯开兹的传世之作《侍女》（Las

                                               30 / 91



�������

马德里：不可思议
Meninas），是美术馆的珍品之一。 

普拉多博物馆

几乎整个二楼南部都陈列着戈雅的作品。有作品展出的其他有影响的画家还有佛兰德大师希罗尼

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和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以及意大利画家丁托列托（Tintoretto）、提香（Titian）和拉斐尔（Raphael）。

门票：票价包括永久性常展和临时特展：成人14欧元；门票+《普拉多指南》23欧元；65岁以上欧

盟公民或青年卡持有者7欧元；低于18岁/18至25岁之间的学生免费，闭馆前30分钟禁止入内。免费

时间（仅包括永久性常展）：周一至周六18:00-20:00；周日和节日17:00-19:00；11月19日普拉多博

物馆日；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

开放时间：周一至每周日及节假日10:00-20:00；每周日及节假日10:00-19:00；1月6日、12月24日和3

1日10:00-14:00；每年1月1日、5月1日和12月25日休息

交通：地铁2号线在Banco de Espa�a 或 Atocha站下；亦可搭乘Renfe至Atocha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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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museodelprado.es

地址：Calle Ruiz de Alarcón

电话：0034913302800

旅人提示：

博物馆提供英文和西班牙文团队游讲解，可在售票处询问详细信息。

   

3、马约尔广场 Plaza Mayor

近百年来，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都是举办集市和戏剧表演的场所，也是各种宗教活动、斗牛表演

和节日庆典的中心，街头艺术家随意的加尔多斯风格随处可见。作家高迈斯�德�拉塞尔纳称其

为“西班牙的大院”，想和朋友碰头最好约在这里，通常也是任何一条游览马德里的路线的起点

。大仲马则将马德里高远湛蓝的天空比作马约尔广场“最美丽、绘画最精美的屋脊”。马德里的

马约尔广场始建于1620年，正是哈布斯堡王朝最辉煌的时代。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菲利佩三世

国王的骑马像，而在广场边一家面包房里则可以看到精美的壁画。

交通：地铁1、2、3号线在Puerta del Sol站下

旅人提示：

每到星期日上午，马约尔广场会成为一个大集市，可以买到各种既富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和小玩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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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尔广场

   

4、丽池公园 Parque del Retiro

星期天在丽池公园漫步，像餐前小点和露天咖啡店一样是马德里的传统。在夏天如果去的时间刚

好，你说不定还会赶上一场木偶剧。在小池塘处还有手划船出租。公园内比较著名的建筑是以铁

和玻璃建造的水晶宫，现在是艺术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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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5月至9月06:00-午夜；10月至4月06:00-23:00

交通：2号线在Retrio站下

地址：Plaza de la Independencia, 7, 28001 Madrid

电话：0034915300041

   

5、太阳门广场 Plaza de la Puerta del Sol

太阳门广场是马德里、也是整个西班牙所有公路的零公里起点处。在西班牙，你完全可以说：条

条大路通向太阳门。这里也是马德里近代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敲响跨年钟声的大钟和著名的

熊与灌木雕塑就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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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1、2、3号线可达 

太阳门广场上的熊与灌木雕塑

   

6、东方广场 Plaza De Oriente

广场位于皇宫东侧，中央有一尊由委拉斯凯兹创作的腓力四世雕像，周边有20座古代帝王的雕像

。北侧的小园林叫海角花园(Jardines Cabo

Naval)，这里的日落非常美丽。几家格调高雅的咖啡馆林立在广场斜侧。

交通：地铁2、5、R线在Opera站下

   

7、阿尔穆德纳大教堂 Catedral De Nuestra Senora De La Almudena

这座新歌特风格的教堂始建于1879年，但直到20世纪末才最终完成，1993年由教皇保罗二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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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一座崭新的大教堂，却是建立在马德里最古老的历史遗迹——罗马城墙之上。它面朝皇

宫，颜色绚烂的吊顶和白色的新哥特式的内壁是最大特色。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09:00-20:30

交通：2、5、R线在Opera站下可以到达

地址：Calle de Bailén, 10, 28013 Madrid

电话：0034915422200

网址：www.catedraldelaalmudena.es

   

8、大地女神喷泉 Fuente de la Cibeles

大地女神喷泉，马德里的标志性喷泉之一，位于西贝莱斯广场(plaza De La Cibeles)上。这里是皇马

庆祝获得荣誉的传统聚会场所。每次皇马赢得冠军，都会由队长登上女神像，给她系上荣誉的旗

帜，亲吻她。

交通：地铁2号线在Banco de Espa�a站下

   

9、西班牙广场 Plaza de Espa�a

马德里市中心的一个大型广场和热门旅游目的地，广场的中心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纪念碑，

也是这个广场的最大看点。雕像围绕着万提斯和《唐吉诃德》，每个地方都有特殊的含义。广场

上还有马德里塔楼和西班牙大厦，两座大楼的顶层都是欣赏马德里全景的好地方。

交通：地铁3线、10线至Plaza de Espa�a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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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纪念碑

   

10、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Plaza de Toros de Las Ventas

每年的3月19日到10月12日，是马德里的斗牛季节，每周六、日都有斗牛表演，其中5月的圣伊西

德罗斗牛节是水平最高、场面也最热闹的。马德里斗牛场位于城市东部，是一座古罗马剧场式的

圆形建筑，外墙为鲜艳的红色，仿佛在呼应斗牛士的红披风。斗牛场可容纳32000名观众，在5月

的高峰时间往往座无虚席。作为西班牙水平最高的斗牛表演场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斗牛士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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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马德里斗牛场表演为荣。  

斗牛表演

门票：参观门票成人10欧元；12岁以下儿童7欧元；5岁以下儿童免费。演出费用，不同场次、不

同位置的票价都不同，从4欧元到数十欧元不等。太阳下的最后一排座位最便宜。可以提前通过网

站或电话购票，也可以在现场售票处买。 

开放时间：参观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8:00，周末10:00-14:00；表演当日14：00之后

地铁2、5号线在Las Ventas站下

官方网站：www.las-ventas.com

售票网站：www.taquillatoros.com

售票电话：902150025

地址：Calle Alcala 237，Plaza de Toros 

旅人提示： 

1、每个星期报纸上都会刊登斗牛表演的预告，包括斗牛士的介绍。 

2、太阳照射下的位置票价比较低，但如果买这类位置的票务必带遮阳伞，否则伊比利亚半岛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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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是19：00的场次也不可忽略，要知道在西班牙22：00才算黄昏

。

3、斗牛赛开场后，为了不影响表演，禁止中途进场。但在场间休息时，会开放观众出入。

   

11、格兰大道 Gran Via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中心的一条华丽的高档购物街，东起阿尔卡拉街（接近西贝莱斯广场），西

到西班牙广场。这条热闹的街道是该市最重要的购物区之一，有大量的酒店和大型电影院，并以

大型建筑著称。

交通：2号线在Santo Domingo站下

   

12、阿尔卡拉门 Puerta De Alcala

阿尔卡拉门位于独立广场，距离丽池公园的正门只有数米之遥。夜晚的阿尔卡拉门在灯光照射的

装饰下显得尤为美丽，而这里也是马德里最吸引摄影师以及游客拍照留念的地方，而且阿尔卡拉

门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

交通：地铁2号线在Retiro站下

   

13、索菲娅王后艺术中心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ia

如果你喜欢现代艺术，那么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你飞来不可。苏菲娅美术馆收藏了数量众多

的现代艺术作品，主要是西班牙作品，包括毕加索的传奇作品《格尔尼卡》（Guernica），表达

了他对德军在1937年西班牙内战轰炸期间这个巴斯克小镇德抗议。该美术馆还有更多毕加索作品

，除此之外还有达利和米罗的作品。

门票：包含永久性展览加临时展览：成人8欧元；临时展览4欧元；闭馆前15分钟停止售票。艺术

馆通票：21.6欧元。包括普拉多博物馆、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和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三、四、六10:00-21:00；周五10:00-23:00；周日10: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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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1号线至Atocha站下，3号线至Lavapiés站下；亦可乘Renfe至Atocha-Renfe站下

网址：museoreinasofia.mcu.es

地址：Calle de Santa Isabel

电话：0034917741000

   

14、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 Museo Thyssen-Bornemisza

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坐落在普拉多博物馆隔壁，收藏品比较奇特，没有固定的主题。藏品原是

提森-博内米萨（一个德匈混血家族）的私人收藏，于1993年被西班牙政府以3亿美元买下。收藏

了从中世纪宗教绘画到现代艺术作品的各种无价艺术品，可以给游人上一堂最全面的艺术史课。

门票：成人9欧元，学生等人折扣价6欧元，周一12：00-16：00免费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00-19:00，周一休息

交通：地铁2号线Banco de Espa�a站下

电话：0034902760511

地址：Paseo Prado, 8, 28014 Madrid

网址：www.museothyssen.org

   

15、皇家赤足女修道院 Monasterio de las Descalzas Reales

这个华丽的修道院由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儿女奥地利的胡安娜于1559年建立。由于女贵族

的不断捐助，已经成为西班牙最富有的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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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念则忘 提供)

门票：成人5欧元，儿童2.5欧元；和王室化身修道院的联票成人6欧元，儿童3.4欧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四、周六10:30-12:45 16:00-17:45；周五10:30-12:45；周日11:00-13:45，周一休息

交通：1、2、3号线在太阳门(Puerta del Sol)站下

电话：0034915212779

地址：Plaza de las Descalzas;Sol

网址：www.patrimonionacionales

   

16、伯纳乌球场 El Estadio Santiago Bernabeu

该体育场是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皇家马德里的主场，于1947年12月14日正式落成，是世界最著名的

足球场之一。对于球迷来说，伯纳乌球场是来马德里必去的朝圣地。

门票：成人19欧元；14岁以下11欧元；会员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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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9:00；周日和节日10:30-18:30；比赛日开球前5小时停止入内

交通：10号线Santiago Bernabéu�站下

地址：Av de Concha Espina, 1, 28036 Madrid

电话：0034917457500

网址：www.realmadrid.es

   

17、马德里屠宰场艺术中心 Matadero Madrid

这里曾经是马德里的屠宰场，但如今已经变成了马德里最新潮的当代艺术创作中心，类似北京的7

98艺术区，但是没有那么大，文艺青年的朝圣地，艺术展览形式多样、新颖而且免费。里面的大

厂房都充分依据其自身特色，被设计师们巧妙的装饰布置成各种展厅，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不同

主题的展览，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剧场和一个小的电影院。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16:00-22:00；周六、周日和节假日11:00-22:00

地址：Paseo de la Chopera, 14, 28045 Madrid

电话：0034915177309

官方网站：www.mataderomadrid.org

交通：地铁3、6号线至Legazpl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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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德里周边景点

   

1、萨拉曼卡 Salamanca

萨拉曼卡位于托尔梅斯河北岸，是莱昂地区萨拉曼加省的省会，也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历史名城艺

术中心之一，被称为“智慧之城”，是世界文化遗产。 萨拉曼卡还有一个美称是“金色都市”，

因为很多建筑是由一种黄色石块建造而成，这种石头刚采出来时表层柔软，适于雕刻精细的花纹

，随着风吹日晒，那些石头上的花纹不但没有磨损，反而越来越坚硬。整个老城都是柔和的黄色

，充满历史的沧桑感。到了傍晚，林立的尖塔、古老的教堂和宫殿染上了一层明艳的火红色，构

成一幅绚丽的画卷，这是这座城市最美丽的时刻。

主要看点：马约尔广场、牧师会、新大教堂、旧大教堂、萨拉曼卡大学、罗马桥、克莱雷西亚学

院、利斯之家及贵妇修道院等。

地址：Salamanca spain

交通：详见到达与离开中前往周边古城部分

   

2、塞哥维亚 Segovia

塞哥维亚西班牙中部城市坐落在卡斯蒂利亚省中部，马德里西北方大约100公里的地方。它是个古

老雅致的小城镇，一半是山，一半是平原，并于1985年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古城中建于公元1

世纪的古罗马高架引水桥是塞戈维亚的标志，也是迄今保护最完整的罗马帝国古迹之一。这座引

水桥被用来向城市地势较高的区域汲水，全长728米，有166个桥孔，完全用巨大的石块建造，没

有使用任何灰浆或水泥。另外一个城市标志便是临崖而建的塞哥维亚城堡拥有独特的蓝色屋顶的

塞哥维亚城堡。

主要看点：集市广场、钻石尖之家、原野之城广场、罗索亚高塔、圣马丁教堂、塞哥维亚大教堂

等主要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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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Segovia Spain

交通：详见到达与离开中前往周边古城部分

   

3、阿尔卡拉城 Alcala De Henares

阿尔卡拉距离马德里33公里，15世纪当马德里还仅仅是乡村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重要的宗教中心

了，可见其曾经的辉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阿尔卡拉最著名的有两点，保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

大学城风貌；二是西班牙大文豪作家塞万提斯的故乡。如今众多保存完好的学院建筑、教堂、修

道院和古城墙，与这里浓厚的文化气息，共同再现了文艺复兴的精神。

主要看点：圣伊德方索学院、圣弗朗西斯科�德�帕乌拉学院、圣胡斯托大教堂、大主教宫、塞

万提斯故居等。

地址：Alcalá de Henares Madrid

交通：详见到达与离开中前往周边古城部分。

   

4、阿维拉 Avila

阿维拉是一座位于高原地带的中世纪古老城，是西班牙最高的都市，处于城墙的包围之中，体现

出一种中世纪独有的魅力。它可能是凯尔特人的古城堡、现在已经地得到证实的是：它是一座罗

马人的城市，在收复战争时期，它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当地的大教堂始建于十二世纪，里

面保存有珍贵的文物。阿维拉浪漫的老城风景如画，给人以露天博物馆之感，在狭窄的小巷散步

并探访历史遗迹。城墙的许多大门都是防御建筑的经典之作，在城墙的九道大门之外，有很多罗

马式教堂。

地址：Avila spain

交通：详见到达与离开前往周边古城部分

   

5、托莱多 tol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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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莱多是西班牙最负盛名的古城，是一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位于马德里西南70多公里

处的一个山丘上，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托莱多被誉为“三种文化之都”。几个世纪

以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文化在这里共生，为这座城市烙上了各自的印记。漫步托莱多

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看到融合了阿拉伯和罗马风格的穆德哈尔式和哥特式的教堂、清真寺，西

哥特或古罗马建筑、犹太教堂及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

主要看点：比萨格拉门、太阳门、阿尔卡萨博物馆、圣托美教堂、格里格故居展览馆及圣马丁桥

等。

地址：Toledo Spain

交通：详见到达与离开中前往周边古城部分

   

6、阿兰胡埃斯 Aranjuez

阿兰胡埃斯城位于西班牙中部，曾是天主教双王——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出逃”之处。18世纪

时，波旁王朝的国王菲利佩五世将宫廷中心移到阿兰胡埃斯，卡洛斯三世和四世分别修建了王宫

的两翼和“王子花园”以及“农夫之家”。古城内的阿兰胡埃斯宫的正面充满东方风情，中国殿

和阿拉伯殿是主要的游览景点。现在的阿兰胡埃斯小镇，是一个平时安静周末热闹的小镇。这里

的草莓和芦笋特别有名。夏天的时候，从马德里有冠名为“草莓”的列车，专门开到这里。

主要看点：阿兰胡埃斯宫、王子花园、法鲁阿斯博物馆。

地址：Av de Palacio, s/n, 28300 Madrid �

交通：详见到达与离开中前往周边古城部分。

   

7、昆卡古城 Cuenca

昆卡古城是一座以古老城墙为特色的山地城池，城坐落于西班牙西南部昆卡省。昆卡古城留存着

大量的历史建筑和遗迹，那些流传至今的艺术作品印证着昆卡古城所经历的多个不同时代。1996

年，昆卡古城因其保存完好的坚固的中世纪城市和绝妙的垂直布局，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昆卡

的老街区被认为是西班牙最壮丽的古城风貌，古城两侧河流环绕，在河流的侵蚀下形成深谷，而

城市就神奇地建筑在斜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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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看点：昆卡大教堂、悬屋、博物馆、昆卡山、托勒曼加纳塔、圣保罗修道院、马约尔广场等

。

地址：Cuenca, Spain

交通：详见到达与离开中前往周边古城部分。

   

8、田园之家 Casa de Campo

田园之家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最大的城市公园，位于市中心以西。这里以前是西班牙皇室的狩猎

场，现如今是靠近马德里市区最近的一块原生态保存很好的森林公园。这里的自然气息更浓，周

末的时候会有很多家庭特地开车前来野餐，也有很多人在里面进行自行车，皮划，长跑等各种体

育活动。此处风景很好，但是与其他的公园一样，晚上就不建议前来了。如果你玩到了这一天还

是精力充沛，公园的旁边就是马德里的游乐场和动物园。

地址：Paseo Puerta del �ngel, 1, 28011 Madrid

电话：0034914796002 �

交通：5号线、10号线在Casa de Campo站下

   

9、华纳兄弟电影世界 Warner Brothers Movie World

华纳兄弟电影世界有一句口号是：“华纳电影世界可以圆每一个人的明星梦”。当你进入到这个

主题公园后，你就会亲身感受到这句话的含义。每一个建筑，每一个布景，甚至于每一个工作人

员的服饰，都会让你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只因这些你所感受到的人或物都曾是华纳兄弟公司

所出品的电影中的场景。游客可在园内充分了解电影编制、电影特技制作的秘密，欣赏演员们精

彩的现场表演，并可与英雄的蝙蝠侠合影。

门票：39欧元

开放时间：11:00-24:00

地址：M-301, Km15.5, 28330 San Martín de la Vega, Madrid

电话：0034902024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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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www.parquewarner.com�

交通：乘412路在La Veloz站下

   

10、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Monastery and Site of the Escurial

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市西北约50公里处的瓜达拉马山南坡，是世界上最大最

美的宗教建筑之一。该建筑名为修道院，实为修道院、宫殿、陵墓、教堂、图书馆、慈善堂、神

学院、学校八位一体的庞大建筑群，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并珍藏欧洲各艺术大师的名作，有“

世界第八大奇迹”之称。

门票：8欧元

开放时间：4月-9月10:00-18:00；10月-3月10:00-17:00

地址：Av Juan de Borbón y Battemberg, s/n, 28200 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 Madrid

电话：0034918905902

官方网站：www.patrimonionacional.es

交通：轻轨在El Escorial�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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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马德里的“色香肉欲”

马德里是一个爱吃肉的人能爱上的地方。

西班牙的饮食文化极富盛名且多样丰富，在马德里更是别具特色。因为这座城市有着来自于安达

卢西亚、加利西亚、阿斯图里亚斯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因而它的美食自然也融合了伊比利亚半岛

所有的烹调风格，且融汇贯通，更加丰富。

马德里典型的菜系有高原菜系和堂吉诃德菜系，其中卡斯蒂利亚�莱昂大区地处高原，饮食热量

高，以各种豆类、猪肉、羊肉和野味为主，比如莱昂的腊肠、布尔戈斯的血肠，塞戈维亚的红肠

和肉蛋卷都是很出名的美味食物。而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区是堂吉诃德的故乡，因此如杂烩菜

、咸肉菜、凉拌肉等在堂吉诃德故事中提到的菜，如今都变成了当地的独特佳肴。

还有马德里烩菜（cocido Madrileno）和牛肚（callos），在马德里的大部分餐厅里都能吃到这两道

菜；其它的名菜还有大蒜浓汤（sopa de ajo）、蜗牛餐（caracoles）、土豆煎蛋饼（tortilla de patatas

）等等；马德里虽然是一座内陆城市，却是世界上仅次于东京的水产交易中心，被称为西班牙的

“内港”，所以马德里人烹调海鲜也很驾轻就熟，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烤海鲷（besugo al horno）

，非常美味；马德里的甜点也很出名，几乎每个节日都有特定的甜食相伴：圣诞前后杏仁糖糕（

mazapan）和果仁糖（turron）处处飘香，圣周是炸蛋皮面包（torrijas）的天下，圣伊西德罗节期

间到处都是蛋卷（barquillos），冬天人们喜欢吃油煎饼（bunelos），炸油条（churros）则是一年

四季都可以享用的早餐。

   

1、马德里必尝美味

马德里烩菜

马德里最有代表性的菜肴，将豌豆、土豆、胡萝卜、芹菜和卷心菜混在一起，放上牛肉、猪肉或

其他杂肉一起长时间焖煮，焖到菜和肉不分彼此，成为粘稠的肉汤为止，十分美味。这道菜烧制

起来很方便，只需将所有的菜都扔进锅里就是了，俗称“懒人食品”。

Tapas

Tapas原意是小盘子，指任何一“盘”与饮料相伴的食物，不过这食物现在通常是放在一小片面包

上，它是一种正餐前给客人喝酒聊天时食用的小菜，份量相当于鸡尾酒会上的那种小份的食物。

由于西班牙人在两顿正餐之间时间间隔较长，因此任何一家餐厅里都有丰富的Tapas提供。在马德

里，Tapas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即尽情地享受美食，不停地寻找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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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火腿

伊比利亚火腿是西班牙人引以为豪的特产，是许多西班牙菜肴中不可或缺的配料，如果觉得直接

吃太腻，可以试试用薄薄的火腿卷水果吃，比如火腿卷蜜瓜，这种吃法在国内餐厅里并不多见，

甜咸合一的味道很不错；上好的火腿配面包再抿一口西班牙红酒也是体验西班牙美食的最佳方式

，在火腿博物馆，到处都是这么吃的本地人；真空包装的火腿片被很多人列入西班牙旅游购物清

单，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伊比利亚、黑蹄猪（pata negra）、5颗橡树果（5 bellotas）标志才是品质

最好的火腿，吃之前一定要提前从冰箱里拿出来让油化一化再打开包装吃，否则影响口味。

蔬菜冷汤

蔬菜冷汤在炎炎夏日里食用具有消暑作用。具体做法是将西红柿、黄瓜、洋葱、大蒜头等蔬菜放

进粉碎机里打成糊状，根据自身喜好还可加上一把菜末，再浇上一些橄榄油，撒上一些胡椒粉就

好了。

土豆饼

土豆饼被称为西班牙饼，原材料为鸡蛋、土豆和洋葱，它适合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一般在酒吧里

点一小块就可填饱肚子。

西班牙海鲜饭

几乎是每个到西班牙旅游的人都会一尝的美食，西班牙的海鲜饭被誉为“西餐三大名菜”之一，

原产于瓦伦西亚，原料本为蔬菜和鸡肉的菜肉饭在改良之后，变成了海鲜饭、墨鱼汁饭，以加入

足料海鲜的米饭最为受欢迎。

油醋浸小鱼

Boquerones al vinagre的作法是将新鲜的沙丁鱼清洗干净后，在加了大蒜的橄榄油和葡萄酒醋里泡

一个晚上，第二天洒点欧芹叶就可以吃了，就着刚烤出来的面包最好吃。

腌橄榄

西班牙生产地中海油橄榄，橄榄油产量世界第一。将榨完油的橄榄腌制成小菜是西班牙人的发明

，腌橄榄一般是咸酸口味的，蒜味的最对中国人的口味。橄榄还分青橄榄与黑橄榄，可以直接吃

，也是地中海沙拉的重要组成部分。

煎青椒

叫Padron的小青椒有些辣，有些不辣，用少许橄榄油翻炒之后洒一点地中海粗海盐，这么简单的

作法就很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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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西亚章鱼

硕大的章鱼整个装进大锅里煮熟后切成薄薄的小片，撒上红色的甜椒粉，就可以吃了。

辣汁土豆

很简单，就是土豆块炸熟后淋上辣汁（类似Tabasco辣酱，但西班牙辣汁只是微辣而已），但因为

西班牙菜大多不使用辣椒，因此这道Tapas可以缓解嗜辣一族在西班牙旅游的思辣之情。

马德里薄切生牛肉

马德里薄切生牛肉也是一道有名的菜，将新鲜的生牛肉薄切，淋上橄榄油生吃，口感生鲜美味，

当然牛肉要选上好的才够好吃。

   

2、推荐餐厅

Restaurante Botín

Botín享有世界上最古老餐厅的美誉，出品精致西班牙美食。创建于1725年，环境高雅古典、浪

漫舒适。招牌菜Roast Suckling

Pig由沿用300多年的传统烘烤方式制作而成，成品外皮焦香，外脆里嫩，味道一流。

地址：Calle Cuchilleros, 17, 28005 Madrid

电话：0034-91-3665677

人均消费：45欧元

营业时间：中午13:00-16:00；晚上20:00-00:00

地铁：5号线La Latina站下

公交：31、50，Pza. Puerta Cerrada站下

La Bola

当地的美食爱好者经常为最传统的马德里餐馆投票，在任何一次投票中，La

Bola总是名列前茅，从1880年开始这里一向生意红火，如果你想尝尝马德里的Cocido a la

Madrilena，这里就是不错的选择。

地址：Calle de la Bola, 5, 28013 Madrid, Community of Madrid

电话：0034-91-5476930

人均消费：4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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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中午13:00-16:00；晚上20:30-23:30

地铁：3、10号线到Plaza de Espana站

Malacatín

百年传统美食店，古典雅致，尽显轻松舒适的氛围。餐厅出品正宗地道的马德里美食，款式多样

，深受食客喜爱。

地址：Calle de la Ruda, 5, 28005 Madrid

电话：0034-91-3655241

人均消费：30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中午11:00-17:30；周四、周五晚上20:15-23:00；周日休息、每年7月13-8月21

休息

地铁：5号线到La Latina站下

公交：60、L5到Toledo-Pza.Cebada站下

草坪娱乐场餐厅

毗邻太阳门广场的这家餐厅聚集了西班牙现代主义菜系中几位重要的领军人物，成了马德里餐饮

界最炙手可热的去处。位于马德里赌场顶层，黑白色调、名贵绘画、典雅装饰，营造出奢华时尚

的就餐氛围。该餐厅由米其林二星名厨Paco

Roncero主理，炮制出多款美味珍馐，这里还藏有七百多种来自全球各地的顶级佳酿。

地址：Calle de Alcalá, 15, 28014 Madrid

电话：0034915321275

人均消费：60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中午13:30-16:00；周一至周六晚上21:00-23:30；周日休息

地铁：2号线到Sevilla站下

公交：M1到Sevilla-Alcala站下

Cerveceria 100 Montaditos

这里出售100多种西班牙三明治，这是一种面包中间加各种蔬菜或者肉的菜品。在这家餐厅，需要

自己添加菜单，交给柜台付款，然后很快就会有服务员喊到你的名字。

地址：Calle Mayor, 22, 28013 Madrid

电话：003491354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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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消费：10欧元

营业时间：09:30-00:00

地铁：1号线在Sol站下

Casa Labra

在这里，您可以在一家迷人而小型的西班牙小酒馆用餐，而且西班牙小酒馆有着传统高雅的外观

和感觉以及绚丽和活泼的情调。可以肯定地认为是该市人气最旺的就餐场所之一。这里最有名的

开胃菜是炸鳕鱼bacalao frito，其他当地小吃也不错。

地址：Calle de Tetuán, 12 28013 Madrid

电话：0034915310081

人均消费：30欧元

营业时间：中午13:15-16:15；晚上20:15-23:30

地铁：在Sol站下

Pan de lujo

马德里市内的Pan de lujo是一间以混搭而著名的餐厅。和Botin原汁原味的西班牙老房子截然相反，

Pandelujo的门面跻身在时尚购物地带，雪白的墙面，大面的玻璃，不似餐馆，倒是颇有几分时尚

品牌店的风格。在这里很难找到西班牙传统饮食的豪放。大锅炖大盆上桌变成了极其精致的菜式

，极适合拍照的对象。原料还是西班牙常见的那些，口味却变得很多样化，是仪式感，摄影，和

饕餮的完美结合。

地址：Calle de Jorge Juan, 20, 28001 Madrid

电话：0034914361100

人均消费：70欧元

营业时间：中午13:30-16:00；晚上20:30-23:30

Casa Patas弗拉明戈舞餐馆

在马德里，美食不仅可以和视觉嗅觉配合，听觉也可以同时得到享受。CasaPatas就是这样一个全

方位完美结合的好去处。开场前两小时来餐厅，这里的牛尾大餐很美味，很传统的做法，分量很

大的一份端上来。晚餐是一定有红酒的，慢慢吃喝，好戏在后面。极少有人来这家餐馆只是为了

晚餐，马德里的好餐馆大把，但有顶级弗拉明戈舞表演的，却屈指可数。

地址：Calle de los Ca�izares, 10, 28012 Madrid, Community of Madrid 电话：003491369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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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消费：50欧元

营业时间：11:00-22:30

公交：Antón Martín站下

Antigua Pastelería del Pozo

这间有一百七十多年历史的店子是城中最负盛名的老饼店，无论当地人或外来游客，都会专诚到

来光顾。饼店位于最热闹的Puerta del Sol内，很容易找。

地址：Calle Pozo, 8, 28012 Madrid

电话：0034915223894

人均消费：5欧元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中午09:30-14:00，晚上17:00-20:00；周日09:30-14:00；周一休息

地铁：在Sol站下

卢西奥之家

卢西奥之家是马德里最热闹的餐馆。位于老城边，是座再简单不过的两层白石灰小楼，餐厅的房

梁上挂着西班牙火腿，从演员到艺术家，甚至连国王和到访的外国总统也不例外，所有人都想在

这吃饭。

地址：Calle Cava Baja, 35, 28005 Madrid, Community of Madrid 电话：0034913653252

人均消费：40欧元

营业时间：中午13:30-16:00；晚上20:30-00:00

Sergi Arola Gastro

主营西班牙美食的米其林二星餐厅，高雅时尚，温暖柔和，给食客营造浪漫的用餐氛围。出品极

具创意，菜式摆盘考究，味道一流。

地址：Calle de Zurbano, 31, 28010 Madrid

电话：0034913102169

人均消费：55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中午14:00-15:30；周一至周六晚上21:00-23:30；周日休息

地铁：5号线到Rubén Darío站下

公交：7到Almagro-Zurbano站下

Café de Oriente

                                               53 / 91



�������

马德里：不可思议
主营西班牙美食，坐落在古老的修道院酒窖内，高贵典雅，是马德里人气最旺的就餐场所之一。

在这里可品尝到传统的西班牙菜品，餐厅独创的新颖菜式也备受顾客青睐。

地址：Plaza de Oriente, 2, 28013 Madrid

电话：0034915413974

人均消费：50欧元

营业时间：08:30-01:30

地铁：2、5号线到Opera站下

公交：25到Arrieta-Pza. Isabel II站下

圣米盖尔市场

这里是马德里市内最时尚的空间之一，也是美食爱好者的聚集地。这里有La Casa del

Bacalao的传统腌鳕鱼（Bacalao salazon），La Boucherie的欧洲肉品，Jugosa的水果汁，还有Horno

San Onofre的甜点，想吃Tapas一定不能错过这里。

地址：Plaza de San Miguel, s/n, 28005 Madrid

人均消费：50欧元

营业时间：10:00-00:00

公交：3、N16在Mayor-Pza. de la Villa站下

Santceloni

成立于2001年的Santceloni在开业仅9个月后便获得了米其林一星认证，并于2005年获得了米其林的

第二颗星，一举成为了马德里的招牌餐厅。餐厅有新鲜的海鲜和时令蔬菜，秉承了西班牙菜最地

道的烹饪手法，即便是西班牙人司空见惯的松露、菌类、奶酪和鱼子酱，也都是为口味最挑剔的

食客准备的。

地址：Paseo de la Castellana, 57, 28046 Madrid

电话：0034912108840

人均消费：80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中午14:00-16:00，晚上21:00-23:00；周六21:00-23:00；周日、法定节假日及

整个八月均不营业

地铁：7号线、10号线至Gregorio Maranon站

Los Galay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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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Galayos是一家主营西班牙菜的餐厅。其设计复古典雅，暖色的灯光、仿古的木质装修营造出

优雅迷人的用餐氛围。餐厅将现代烹饪技术融入传统菜式中，特色菜品众多，备受顾客青睐。其

中最值得推荐的是Cochinillo Asado，精选出生21天未断奶的乳猪，抹上牛油、迷迭香等烤制而成

，皮薄香脆，肉质滑嫩，入口即化。

地址：Calle Botoneras, 5, 28012 Madrid

电话：0034913663028

人均消费：50欧元

营业时间：09:00-00:00

地铁：1号线，Tirso de Molina站下

公交：N17，Toledo N� 24站下

La Plaza de Chamberí

La Plaza de Chamberí是一家享有盛名的地中海美食餐厅。环境古典安逸，会应时节而烹调出各种

新鲜创意的美食，带给顾客惊喜。

地址：Plaza de Chamberí, 10, 28010 Madrid

电话：0034914460697

人均消费：40欧元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日中午14:30-16:00；周一至周六晚上21:30-23:30

地铁：1号线到Iglesia站下

公交：40、147到Pza.de Chamberi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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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马德里 疯狂购

听过小天后蔡依琳的马德里不思议吗？相信很多MM也很憧憬歌曲里的场景，其实那里不仅可以

享受浪漫爱情，购物也是超值的！

马德里主要由四个购物区：萨拉曼加区（Salamanca）、楚埃卡区（Chueca）、中区（Centro）、

大学区（Universidad）。

较为著名的是市中心的萨拉曼卡区，这里的各条街道上云集了西班牙国内和国际顶尖的时尚公司

、古玩店、珠宝店和画廊，充满了马德里优雅的艺术气息和华贵气质。尤其是在萨拉曼卡区西侧

的Serrano大街上，世界知名的奢侈品店俯拾即是，是购物狂们扫货的不二之选。对于喜欢淘一些

小玩意的游客，则可以在马约尔广场和太阳门广场附近的区域探索一番，这里有不计其数的私家

小店，出售马德里传统的手工艺品，以及挂件饰品、皮制品和各种民族乐器、服装。

如果想淘点价廉物美的旧货，可以去拉斯特罗跳蚤市场，在此发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古董

、唱片、绘画、饰品、衣服甚至是一些旧卡片。此外，星期日在市中心的大广场还有邮票硬市市

场，是集邮集币爱好者的理想去处。

如果你是个购物狂，以上那些地最好都去转转，虽然有点累，但是咱出来玩，不就主要图这个吗

！

马德里商店营业时间：

大部分商店和百货公司从10：00到20：30或21：30不间断营业，传统贸易区营业时间一般为10：00

至14：00，然后从16：30至20：30。

   

1、它们“非常”马德里

TOUS淘气小熊

在欧洲，特别是王室和贵族，小熊一直是幸运和富贵的象征。西班牙的马德里甚至以小熊作为城

市的吉祥物，可见大家对小熊形象的喜爱。可爱的TOUS淘气小熊卡通形象，一上市就广受欢迎

，这股热风一直蔓延到了巴塞罗那。TOUS

熊逐渐成为世界上千百万人心中的幸运标志。TOUS淘气小熊的创始人 Rosa Oriol Tous 夫人曾说：

“尽管不断有新产品推出，但TOUS淘气小熊的地位却一直无法撼动，因为它一如既往地受到人

们的喜爱。

ZARA

1975年设立于西班牙的ZARA，隶属于Inditex集团，为全球排名第三、西班牙排名第一的服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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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56个国家内，设立超过两千多家的服装连锁店。ZARA 深受全球时尚青年的喜爱，设

计师品牌的优异设计，价格却更为低廉，简单来说就是让平民拥抱High Fashion。

Mango

Mango是西班牙第二大品牌，一直被定位为凭借最新的潮流，自身个性化的设计和可接受的价格

，来装饰现代都市女性。

Loewe

西班牙的一家主要奢侈品品牌，主要产品是各种皮具和高级时装，已被LVMH Group收购。LOE

WE的标志是由4个大写的花体L组成。LOEWE最初由一群西班牙手工艺人于1846年创立，制作产

品包括皮箱，皮包，皮夹，画框，烟盒等。1872年来自普鲁士的 Enrique Loewe Roessberg加入这间

工坊，并将自己严谨的制作理念和先进的制作工艺带入其中，才真正使得这个品牌走上了享誉世

界的道路。

看步鞋 Camper

如决意走在潮流的最前头，那么看步休闲鞋是不可不识的。看步在西班牙方言里是对Mallorca岛上

农夫的称呼。看步鞋的设计灵感也来自于岛上农夫们穿的鞋。1975年诞生的第一双Camper鞋名为

Camaleon，这双鞋是由磨破的轮胎和马车的帆布制成，鞋底则来自废弃的轮胎，以麻线缝制而成

。随着时间发展，看步的设计灵感往往是来自生活点滴，以身边的对象作为素材。要论看步鞋中

的经典，不得不提以保龄球鞋作蓝本的Pelotas。自1995年诞生以来，Pelotas已成为看步鞋最受欢迎

的系列，销量超过百万双。

El Gato Negro

El Gato Negro位于市政广场，是一家主营纺织品的商店。其从1880年延续至今，店内还保留着部分

原始的装潢，独具特色。该店将传统工艺与时尚的设计融于一体，出售各式针织和纺织品，包括

地毯、靠垫、饰品、毛线衣、羊毛线等，品种齐全，款式多样，是选购当地特色纪念品的好去处

。

Casa de Diego

一家历史悠久的西班牙精品商店。店铺以大型的透明橱窗陈列商品，精致的物品吸引着顾客驻足

购买。这里主要出售各式各样的扇子、伞具、围巾等，充满传统的西班牙风情，从选料、制作到

绘画雕琢，均由纯手工制作，每一件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Leticia公主在皇室婚礼上使用的扇

子也出自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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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gua Casa Talavera

一家主营陶瓷制品的古老商店。其出品各类瓷器，除了用以装饰的砖、板陶瓷制品外，还有各类

碟子和瓶子等厨房用品。每一件瓷器均独一无二，大小不一，花纹多样，手工精致，选择多样。

在此，游客既能找到充满现代风情的陶瓷品，亦可淘到极具古典气息的产品，乐趣无穷。

   

2、“街”二连三逛不停

塞拉诺街 Calle de Serrano

横跨了10余个街区的塞拉诺街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时尚品牌，被誉为马德里最知名的时尚地标—

不论是西班牙本地的Zara、Camper、Loewe，还是世界闻名的Cartier、Prada、Armani等品牌都可以

在这里寻觅到，而LV、Gucci、Sybilla和Yanko等则位于塞拉诺大街附近的街道上。此外，游客们

甚至可以在塞拉诺街上看到英国最大的连锁百货Mark & Spence 和Lladro 瓷器的分店。

格兰维亚大街 Gran Via

Gran via街上也布满了类似品牌店和名牌店，众所周知，Zara是西班牙的品牌，所以你在西班牙随

处可以见到Zara、Bershka等系列店铺。除了服装服饰店铺，街上还有很多快餐店和特色的餐厅以

及电影院和歌剧院。

Calle de Jorge Juan

Callejon Jorge

Juan是个聚集了个性设计师品牌的迷你广场，一半散发本土芬芳（如乐尚独家“Raasta”、Pedro

Garcia、Boxcalf），一半抒发法式情怀（如Isabel Marant、Manoush、Roberto Clergerie）。逛累了，

最惬意的莫过于去拐角林荫下的露天餐吧喝一杯，再点上几样Tapas，慢慢品味马德里式精致的悠

闲。

大学区公主街

大学区的公主街（Calle de la Princesa）和阿尔贝托�阿吉拉街（Calle Alberto

Aguilera）一带，有大片免税店，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最新时装，是年轻人最爱去的地方。

   

3、“暴走”购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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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喀扎斯购物村 Las Rozas Village

拉斯喀扎斯购物村有100多家豪华精品店，这些精品店的降价幅度高达60%(在建议零售价的基础上

)，提供了绝佳的购物体验。因此，每年都吸引众多的游客来此购物。拉斯�喀扎斯出售的国际顶

级品牌主要有：卡罗琳娜�荷日拉、森林地、TAG�荷尔、范斯哲、安东尼�米罗、汤弥�西尔

福格以及伯斯等。此外，还有很多品牌的工厂店在这附近。

如果你是个购物狂，那可要早点抵达西班牙广场，这里的公交车站有通往Las

Rosas购物村的穿梭巴士，看到车身上写着“Las Rosas Villige”的黑色大巴便是了。大巴一般会在

每天11:00、13:00、15:00分三班从马德里出发，单程约30分钟。

   

4、跳蚤市场“淘宝”

拉斯特罗跳蚤市场 El Rastro

如果你是周末游览马德里，又觉得街上因为休假而空空荡荡，那就继续往南行，赶往只有周末才

有的拉斯特罗集市。这里有点像西班牙的夜市，但不是晚上，而是周末的中午时段商摊云集。这

里能找到不少好的工艺品和小礼品，也是体验马德里人生活很好的去处。要注意的是集市的时候

这里的人很多，请千万注意自己的财物。

   

5、特色购物中心

英国宫百货公司 El Corte Inglés

最全面购物场所，该百货商店在马德里很多地方都有,其中物品丰富，最适合时间紧迫的游客。这

里可是西班牙人都最爱的血拼购物场所。

地址：Preciados, 3, 28013 Madrid, Spain (Centro)

电话：003491379800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2:00；周日休息

Plenilunio

Plenilunio是一家大型的综合性购物中心，拥有200多家品牌店铺。这里主营男女服饰、电子产品、

珠宝首饰等商品，汇集了C&A、PROMOD、GAMESTOP、PRINCESS、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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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等诸多品牌，供顾客选购。此外，内还设餐厅、电影院、保龄球场等设施。

地址：Calle de Aracne, s/n 28022 Madrid

电话：0034917480816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2:00；周日12:00-21:00

Mercado de Fuencarral

Mercado de fuencarral是一家知名的购物中心。这里主营男女时尚服饰、皮衣、T-Shirt、帽子、钱

包、手表、首饰等，应有尽有，汇聚了Blue

Velvet、Gop、Emet、Q2、Kling等数十家品牌店，是顾客购物的好去处。

地址：Calle de Fuencarral, 45 28004 Madrid

电话：0034915214152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00-21:00；周日休息

Principe Pio

Príncipe Pío位于Intercambiador de Príncipe Pío火车站内，是一家知名的购物中心。主营时尚

配饰、珠宝钟表、香水及摄影器材等商品，进驻近百间商铺，涵盖数十个知名品牌，当中包括Bij

ou Brigitte、Jack & Jones、Joyería Jose Luis等。

地址：Paseo de la Florida, 2 28008 Madrid

电话：003491758004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2:00；周日11: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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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马德里之夜 狂欢无眠

西班牙人通常下午14点之后才吃午饭，晚饭时间自然推迟，常常延续到午夜，而那些夜间活动场

所，则通宵达旦地提供丰富娱乐，所以有人说马德里是夜生活的天堂，相信到了球赛期间，这种

氛围会更甚。

值得一提的是，在拉瓦别尔地区（Lavapiés）有很多马德里本地人才会去的餐厅和酒吧，旅游的

氛围比较淡，本地的氛围更浓郁，喜欢这种感觉的不妨去转上几圈，点上一杯水果酒，品尝Tapas

或海鲜饭，坐下来体会一下马德里老猫（自家三代都居住在马德里的居民戏称自己为gato，就是

老猫的意思，表示自己是老马德里人）的生活情调。

塔布拉奥 Tablao

弗拉门戈舞是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舞蹈，一般弗拉门戈舞是在被称为塔布拉奥（Tablao）的

地方举行表演，这是一种餐馆兼酒馆和剧院的地方。表演从22:00开始一直延续到凌晨01:30左右。

在塔布拉奥吃饭很贵，可以选择吃完晚饭之后再到这里来，入场费包括一杯饮料在内，无论点何

种饮料入场费都是30欧元左右，在入口处问清价格，便宜的时候进去就可以。里面有的地方像剧

院一样摆放着一排排的椅子，也有一些只观看表演没有餐桌的塔布拉奥，这样的地方价格比较便

宜，交纳入场费之后就会为你端来一杯葡萄酒。表演的质量好坏参半。

推荐去处

Corral de la Moreria

这家餐厅只供应晚餐，有点菜和多种套餐供选择。但最特别之处在于这里有高水准的弗拉明戈舞

表演，弗拉门戈舞蹈明星弗兰卡�德尔�雷伊有时候会到这里来表演，是一家很有人气的塔布拉

奥，从太阳门沿着马约尔街朝王宫的方向一直走，在拜伦街向左拐，过桥后在前面的大街向右行

即可到达。不过考虑到安全问题，再加上这里距离车站较远，还是乘坐出租车前往更好。慕名而

来的顾客很多，建议提前预订。餐厅消费较贵，但值得体验。

地址：Calle Morería, 17, 28005 Madrid

电话：0034913651137

营业时间：17:00-23:00，表演时间是22:00、24:00，需要预约

网址：www.corraldelamoreria.com

地铁：歌剧院站下车

Torres Bermejas

Torres Bermejas就在市中心格兰大道的中央邮局和卡利奥广场之间稍微进去一点的地方，招牌有南

部前穆斯林的回教图案。Torres Bermejas这家塔布里奥曾经有很多著名歌手在此驻唱过。每天入夜

就有一车一车的游客在门口排队鱼贯而入。据说该店也是现任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观看表演的地

方，由于其一流的表演吸引了很多的旅行团，因此也会有一些不安静的感觉。

地址：Calle Mesonero Romanos, 11, 28013 Madrid

电话：003491531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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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17:00-23:00，表演时间是21:30，需要预约

网址：www.torresbermejas.com

Tablao Restaurante Las Carboneras

位于马约尔广场附近，从地铁索尔站步行仅需十分钟，以年轻观众为主，可以欣赏到与时代同步

的弗拉门戈舞表演，周五和周六会有在舞台上相当活跃的一流演员到此进行表演，因此吸引了众

多当地人，价格不贵，可以在轻松的气氛中欣赏表演。

地址：Calle Conde de Miranda, 1, 28005 Madrid

电话：0034915428677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21:00、22:30；周五、周六20:30、23:00；周日休息

网址：www.tablaolascarboneras.com

Cafe de Chinitas

Cafe de chinitas是马德里看弗拉门戈舞比较有名的地方，说到弗拉门戈舞一定会有人向你推荐这里

。舞团的表演非常棒，不过价钱略贵，海鲜汤和招牌龙虾饭都很不错。还可以不吃东西光看表演

。小店非常隐蔽，没有明显的门脸，走到门口了都不一定能认出来，不过如果你看到大概到开门

的时间，有个地方门口排满了人，那就是了。这里每天翻两桌，晚上8点开门一桌，10点半第二桌

，切记，这里每次还没开门就已经客满了，所以必须提前预定。距离王宫和西班牙广场都很近。

在拜伦街的恩卡纳西翁修道院处拐弯，位于托利哈街的右侧，这里并不接待旅行团，因此可以安

静地欣赏表演。

地址：Calle Torija, 7, 28013 Madrid

电话：0034915471502

营业时间：09:30-01:00，表演时间是20:30、22:30，需要预约，周日休息

网址：www.chinitas.com

酒吧

沿着Huertas barrio大街一直走，大部分有趣的酒吧主要在Santa Ana广场附近。Palaza de Chueca一带

的街道有男同性恋者的活动场所。如果是夏天，不妨去城市广场上露天的小餐馆。马德里著名的

夜总会和俱乐部都在格兰大道附近，特别是Calle de la Palma大街，有许多光怪陆离的夜总会。夜

总会的门票各处相差很大，可以特别注意一下酒吧里或者街上派发的优惠券。大部分地方从凌晨1

点开始跳舞，一直持续到天亮。周四到周六去气氛会比较好。

推荐去处

Ice Bar Madrid

这家低调、低温的酒吧位于普拉多博物馆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老板是法国人。整个酒吧用了一

万公斤冰块，冰窖和外面的酒吧是分开的，你可以在外面的酒吧享受一杯普通的啤酒，也可以进

到冰窖里去，像俄罗斯人那样要一杯掺有伏特加的鸡尾酒。这家酒吧的酒水消费和周围酒吧相当

，并没有特别贵。但是如果你要进入到冰窖，你需要缴纳10欧元的费用，酒吧会给你一件暖和的

羽绒服和皮手套。虽然是全副武装进去，但还是建议你待在冰窖的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因为

在零下8摄氏度的环境下超过半个小时，你很难再适应外面酷热的环境，过大的温差，将会导致一

些身体不良反应。

除了设计独特之外，冰窖酒吧还提供特色酒水。其中，老板强烈推荐的两款酒精饮料是vodka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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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a和birra Sputnik。这是极具天寒地冻俄罗斯风味的酒精饮料，是伏特加拌果味啤酒的混合物。

如果要开车不能喝酒精饮料，那么可以要一杯Fresita，这是来自智利的特色带泡沫的饮料，有着

很高的热量，可以抗低温。

地址：Calle del Conde de Romanones, 3, 28012 Madrid

电话：0034914298168

营业时间：23:30-06:00

网址：www.icebarmadrid.com

Gabana 1800

Gabana 1800紧邻丽池公园，是马德里一家名人云集的豪华夜总会。分为不同的特色区域，整体设

计时尚舒适，先进的音响设备，变幻的灯光效果，精致的装饰，让顾客置身于一流的娱乐氛围之

中，尽享尊贵体验。游客可在此品尝伏特加、杜松子酒及威士忌等年份久远的名酒及多款地道的

美食。

地址：Calle de Velázquez, 6, 28001 Madrid

电话：0034915751846

营业时间：周四至周六23:30-06:00

网址：www.gabana.es

公交：1、9、19路到Velazquez-Villanueva站下

地铁：2号线到Retiro站下

Kapital

Kapital是马德里最知名及最受欢迎的俱乐部之一。分为七个楼层，第一层为主舞台，设有1个舞厅

和3个酒吧，一流的DJ、时尚的灯光、精彩的表演、巨大的干冰喷射器，让顾客置身于疯狂派对之

中，流连忘返。此外，其它楼层分别为卡拉OK、hip-hop and

suc、酒廊酒吧和吸烟区，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

地址：Calle de Atocha, 125, 28012 Madrid

电话：0034914202906

营业时间：周四至周日12:00-06:00

网址：www.grupo-kapital.com

公交：6、26、32路到Atocha-Pza.Emperador Carlos V站下

地铁：1号线到Atocha站下

Las Terrazas del Thyssen

Las Terrazas del Thyssen毗邻著名的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是一家别致的户外酒吧。整体设计简

约舒适，黑白色调的搭配、现代化餐桌、可伸缩的屋顶天花，尽显时尚格调。游客在游览博物馆

之余，可在此品尝一杯鸡尾酒，享用多款特色美食，饱览花园式美景，体验休闲的时分。

地址：Paseo del Prado, 8, 28014 Madrid

电话：0034914203944

营业时间：周一10:00-16:00；周二至周六10:00-23:00；周日10:00-19:00

网址：www.elmiradordelthyssen.com

公交：10路到Pza. Canovas del Castillo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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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2号线到Banco de Espa�a站下

剧院

西班牙有个剧种叫萨苏埃拉，这是一种西班牙的民族轻歌剧，自18世纪诞生后便成为马德里地区

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戏剧。它融合了古典音乐、歌剧和喜剧表演，这种西班牙式的古典音乐同样节

奏明快又充满热情。马德里交响乐团所在的萨苏埃拉大剧院就是专门为这种民族轻歌剧而建立的

。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的父母均是该剧院的工作人员。当然，还有马德里皇家剧院可以一

去。

萨苏埃拉国家剧院

营业时间：12:00-18:00，七月中旬至八月末休息

电话：0034915245400

地址：Calle de Jovellanos, 4, 28014 Madrid

网址：www.teatrodelazarzuela.mcu.es

公交：3、M1到Cedaceros-Zorrilla站下

地铁：2号线到Sevilla站下车

马德里皇家剧院

电话：0034915160600

地址：Plaza Isabel II s/n, 28013 Madrid

网址：www.teatro-real.com

地铁：2、5、R线在Opera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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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夜宿马德里 惬意欧洲梦

马德里住宿上选择比较多，既有豪华舒适的高级饭店，也有价格实惠、充满家庭气息的旅馆与公

寓，还有适合背包客入住的青年旅舍；除此之外，如果你时间充裕还可以体验下西班牙特有的酒

店经营方式古堡酒店，它们大多分建于乡间，环境和建筑都很有特色。来马德里旅行的游客可以

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兴趣，多家比较选择出适合自己且性价比不错的住宿场所。一般来说主要节假

日及贸易集会期间，房价会比平时高。建议提前预定酒店，以便更好的享受假日时光。

住宿地的选择上，马德里也为游客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不同的地域感受到的风韵也不同，文

化氛围浓郁、贵气十足的萨拉曼卡区（salamanca），热闹非凡的太阳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综合了

萨拉曼卡的贵气与市中心繁华的丽池区（Retiro），品尝达帕斯的好地方拉拉提那区（La Latina）

，远离喧嚣的千百莉区（Chamberi）以及交通便利的查马丁火车站附近等风格各不相同的住宿区

域，人们很容易便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住宿地带。建议在中区和普拉多大道一带选择住宿地点，这

里景点集中，比较便于规划游览路线。

   

1、星级酒店

丽兹酒店（五星）

丽兹酒店（Hotel Ritz Madrid）处于丽池区（Retiro）的中心，位置便利，已有百余年历史，魅力

无穷。酒店步行便能到达普拉多（Prado）博物馆、Zarzuela剧院和丽池公园，不远处便是马德里

金融区。酒店餐厅Goya 提供一流的美食，还能在音乐的伴随下品尝美味的下午茶。

里阿本酒店（四星）

里阿本酒店（Hotel Liabeny）距离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只有200米，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和

西班牙广场也在酒店附近，交通便利。房间面积大，舒适非常。

东方酒店（三星）

东方酒店（Hostal Oriente）客房装潢迷人，木质家具、美丽的纺织品营造出家一般的温馨。酒店

的位置也很不错，紧邻Teatro Real和Cathedral de la

Almudena大教堂等著名景点。在同档酒店之中性价比比较高。

33套房酒店（三星）

33套房酒店（Suites 33）地处马德里市中心，坐落在一幢19世纪的古典建筑内，距离西班牙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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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za Espa�a) 和地铁站仅有10米之遥。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装饰质朴而时尚。

格兰大道街角酒店（三星）

格兰大道街角酒店（Rincón de Gran Vía）坐落在GranVía大街上，距离Plaza de

Espa�a地铁站只有50米，步行10分钟就能到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一个24小时前台，免费无

线网络连接，众多酒吧、咖啡厅和餐厅林立。在同档酒店之中性价比比较高。

   

2、旅馆与青年旅舍

萨摩兰旅馆

萨摩兰旅馆（Hostal Zamorán）位于马德里靠近丘艾卡和格兰维亚大道的老城区，房间价格不贵

、干净卫生。它是由家族经营的旅馆，房间不多共11间客房，服务周到，温馨非常。

克梅希亚尔旅馆

克梅希亚尔旅馆（Hostal Comercial）位于马德里市中心，距离Puerta del

Sol仅25米，紧邻市里所有最重要的博物馆，如索菲亚王后博物馆（Reina

Sofia）和普拉多博物馆（Prado Museum）。酒店的客房以温暖的地中海色调布置，拥有迷人的木

质家具，墙上镶有经典风格的彩色镶板。还能在这里品尝到纯正的浓缩咖啡或Sangria水果酒特饮

。

猫咪旅馆

猫咪旅馆（Cat's Hostel）位于马德里市中心，距离热闹的Santa Ana Square广场仅有150米，设有地

下酒吧并组织参观马德里夜生活场所的活动。旅舍的宿舍环绕美丽庭院及18世纪摩尔风格的喷泉

而建，是背包客们结识新朋友的美妙场所。

   

3、西班牙国营古堡酒店

古堡酒店是西班牙特有的一种酒店经营方式，大部分建在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里或自然景色秀

丽的乡间。在这些酒店里既能品尝到当地的美味佳肴，也能更好地融入到当地氛围之中。西班牙

全国共有91家国营古堡酒店。

帕拉多尔古堡酒店并不是某一家酒店，而是一个由西班牙政府经营的酒店管理集团。它们把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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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堡、古修道院、古建筑修缮改建成外部古色古香、内部具有现代化

生活设施的现代酒店，使得平民百姓也有机会享受到皇室贵族的奢侈环境。

马德里周边的主要国营古堡酒店

阿尔卡拉：Parador de Alcalá de Henares (阿尔卡拉赫纳雷斯汽车旅馆酒店)

塞戈维亚：Parador de Segovia (塞戈维亚旅馆)

托莱多：Parador de Toledo (帕拉多托莱多酒店)

阿维拉：Parador de �vila (帕拉多阿维拉酒店）

国营古堡酒店总预订处

地址：Requena，3. Madrid

电话：91894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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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到达与离开

   

1、飞机

机场位置示意图

马德里只有一个客运机场，巴拉哈斯机场（Aeropuerto de Barajas），机场仅距市区约12公里。它

是西班牙国内最大的出入境通道，世界各大城市每天均有班机到达巴拉哈斯机场，从马德里到巴

塞罗那、塞维利亚、格拉纳达等国内城市航班非常密集，航程都在1小时左右。目前，中国还没有

直飞马德里的航班，需要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慕尼黑或法兰克福等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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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现在有四个航站楼，分别是T1、T2、T3和T4。主要以T4为主，负责接待伊比利亚航空（Iberi

a）也称西班牙国家航空公司和其营运伙伴的航班（如英国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及爱尔兰航空

公司）以及寰宇一家（OneWorld）航空；伊比利亚航空公司往返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间的Puen

te Aereo(空中桥梁)航班在4号航站楼起飞，它像巴士服务一样，不必提前订票。机场联系电话：90

-240-47-04（英语）

各主要航空公司使用的航站楼

T2航站楼

柏林航空公司（Air Berlin）、意大利航空公司（Alitalia）、奥地利航空公司（Austrian

Airlines）、北欧航空公司（Scandinavian Airlines Portugal）

T3航站楼

Lagun Air航空公司

T1或T2航站楼

西班牙航空公司（Spanair）和西班牙欧洲航空公司(Air

Europa)根据飞往目的地不同而分别从T1或T2航站楼起飞。

往返机场

机场穿梭巴士Bus Lanzadera：机场穿梭巴士全天都在运行，并且免费接送旅客到各个航站楼。

地铁Metro：可在中转站nuevos ministerios乘坐地铁L8可依次到达四个航站楼，此外，nuevos

ministerios站还可以换乘地铁6号线和10号线。

Cercanías Renfe：它是短途小火车比地铁速度快，数量比较多，也很平稳。

可选择搭乘Príncipe Pío-Aeropuerto T4（línea C1）到达T4航站楼，全程38分钟，可在各途径站

点上车，机场内可乘坐穿梭巴士到达另外三个航站楼。

城市大巴：

Línea Expres：

途经站：Atocha-Cibeles-�donnell-Aeropuerto，到达T1、T2、T3。

Línea 200

途经站：Avenida de Aérica-Aeropuerto，到达T4、T3、T2、T1。

巴士204

从T4航站乘坐204号市内巴士可以直达市内的亚美利加大街巴士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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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大巴：

Línea 827：Tres Cantos-Metro de Canillejas，到达T4。

Línea828：Línea828 Universidad Autónoma-Recintos Feriales，到达T4。

出租车：

各个航站的前面都设有出租车乘坐处，到市内需要20~30分钟。工作日起步价约为2.2欧，1.2欧/公

里，节假日为3.1欧，要加收机场接送费5.5欧左右。司机会帮助搬运行李，需要给司机小费一般一

件1欧元。

旅人提示：

1、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关闭了它们在马德里的街面售票点，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上网或打

电话或在旅行社来预定机票。

2、马德里交通系统规定，搭乘地铁前往机场的乘客需要除购买地铁票外，还需支付前去机场的附

加费，即Suplemento Aeropuerto。无论从哪里去机场都要购买一张机场补充票。可在地铁站内自动

售票机或人工服务处购买。

   

2、火车

马德里主要有两个火车站：北面的查马丁车站Estación de

Chamartín和南面的阿托查车站Estación de Atocha。两个火车站都有很好的地铁和Cercanias Renfe

通勤火车连接。大多数北上、和国际列车的出发和抵达都在Chamartín站，而往来于马德里和巴

塞罗那、巴伦西亚以及西班牙南部、西部的列车则从Atocha出发。如果你需要在两个车站之间往

来的话，地铁1号线（票价1.5欧元，运营时间30-40分钟）或者Cercanias lines

C3和C4（票价1.35欧元，运营时间15分钟）都能提供直达服务。

查马丁站

乘坐巴黎而来的夜行旅馆列车Francisco de Goya以及巴塞罗那方向而来的夜行列车前往马德里时，

列车会停靠在城市东北部的查马丁站。另外，往来于葡萄牙里斯本的列车也从查马丁站发车。

设施：查马丁站是一座现代化车站。在车站内部中央有设施的是列车咨询处。背对售票窗口左端

有一处小的咨询处，在这里可以得到有地铁线路图的市内地图，但是由于所处位置不太明显，需

要注意寻找。想要更为详细的地图，可以在车站内的报亭购买。此外车站内还设有外币兑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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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纪念品商店等。从车站出来走过两个路口还可以看到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在查马丁车站

寄存行李需要经过X光检查，这种检查对胶片没有影响。

从查马丁车站前往市中心：从查马丁站前往城市中心所在的太阳门Puerta del Sol可以乘坐RENFE近

郊线C3或C4，需要9分钟，也可以乘坐1号线地铁，约需25分钟。如果在地铁的格兰维亚站Gran

Via下车的话，这里距离太阳站仅有一站地。

阿托查站

如果乘坐地铁就在阿托查�伦菲站Atocha

Renfe下车。穿过地铁检票口，就可以前往阿托查�塞尔卡尼亚斯站Atocha

Cercanías，前往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以及阿兰胡埃斯等地的近郊列车在此发车。

在它的旁边是阿托查车站，候车室像一座室内植物园，整个室内花园有超过7000株树木，其中很

多都是棕榈树，里面还有很多热带树种。沿着花园小道设置了很多座椅。在珍稀动物保护龟池塘

边，可以看到很多的龟在嬉戏，游玩。并设有磁卡行李寄存箱、外币兑换处、咖啡店等。连接马

德里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的高速列车AVE，以及前往托莱多方面的Avant、前往巴伦西亚方面的

Alaris等列车都从这里发车。

西班牙铁路名词解释：

1）AVE

西班牙高速铁路，相当于中国的高铁，时速可达300公里。设有5分钟承诺，保证不会晚于原定时

间后5分钟，否则会全额退款。

2）Renfe

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Renfe Operadora

是西班牙国有主要铁路运行商；可提供包括地区铁路运营和高速城际列车在内的各级铁路运营。

预定网站：

如果你是西语大拿，请挑战西班牙国内网站。同时段从这里可能会比国内网站预定便宜一些，差

不多可以省人均往返车票3.3欧元的手续费。http://www.renfe.com/EN/viajeros/index.html

，如果你不懂西语也不用担心，国内网站只是多一点点的手续费，但是直接购票立即出票，打印

之后就可以上车的，简单方便。http://www.raileurope.cn/special-offers/

价格体系：

购买Renfe的车票，价格一般为Web Price、Estrella Price、Mesa

                                               71 / 91

http://www.renfe.com/EN/viajeros/index.html
http://www.raileurope.cn/special-offers/


�������

马德里：不可思议
Price、Promo、Promo+几种。基本上意思就是折扣的比率。这里需要特别注意Mesa Price，它的意

思是4人包厢经济舱套票，如果是4个人的话买这个票最划算，无论是1个人还是4个人坐，都是同

样价格，所以4人均摊最划算。倘若少于4人，Web价格相对划算些。

旅人提示：

网上订票须注册，并在预订成功后尽快使用信用卡付款，否则预订将被取消。付款成功后需要打

印确认单作为凭证，在火车站换取车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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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客运

马德里市内以及郊区有广泛的交通网络，市内有8个国际和城市间长途汽车站，约有150条巴士线

路。这些巴士的第一站和终点站都有清晰的标记，因为有专门的通道因此速度也很快。市内规模

最大的是南部客运总站（Estación Sur de Autobuses）位于阿托查火车站的东南侧，前往阿兰胡埃

斯等马德里近郊的巴士从这里出发。此外，前往斯卡蒂利亚地区以及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长途巴士

及开往法国、葡萄牙、摩洛哥等地的国际巴士也都从这里发车。另一个主要车站亚美利加大街巴

士总站（Intercambiador de Av.de América）有前往巴塞罗那、潘普洛纳、圣塞巴斯蒂安、毕尔巴

鄂等北部地区的巴士。另外，还有开往托莱多、塞哥维亚方向以及皇家离宫所在地埃尔埃斯科里

亚尔方面的巴士。

主要汽车站：

南部客运总站Estación Sur de Autobuses

交通：乘坐地铁6号线，在Méndez �lvaro站下车

电话：0034914684200

亚美利加大街巴士总站Intercambiador de Av.de América

交通：乘坐地铁4、6、7、9号线在Av.de América站下车

电话：0034902330400

埃里普提卡广场巴士总站Plaza Elíptica

交通：乘坐地铁6、11号线在Plaza Elíptica站下

皮奥王子巴士总站Principe 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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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坐地铁6、11号线在Principe Pio站下

旅人提示：

1、通常巴士每日运营时间从06:00-23:30，各辆巴士的具体时间略有不同，大约有5-20分钟的时间

差距。

2、除了在各个车站购票之外，在位于Alcántara 24的Empresa Municipal de

Transportes也可以购买车票。此外，在这里还可以买到巴士路线导航图，营业时间08:00-14:00。

   

4、租车

汽车：

比较有名气的汽车租赁公司在马德里各个地方都有办事处，Avis、Budget、Hertz和Europcar公司在

机场就有租赁处，而且有的还在阿托查火车站和查马丁火车站设有分部。租车需国内驾照+护照+

驾照翻译件。另外西班牙高速公路与其他国家不同，全程不收费。

在马德里开车是一件感觉极度不爽的事情，且暗藏着一定的危险性。这里总是让你感觉是高峰时

间，尽管所谓官方的高峰时间是周一至周六08：00-10：00，13：00-14：00，以及16：00-18：00。

停车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除非进入昂贵的停车场。

自行车：

骑着自行车在马德里游览更为方便，因为马德里很少下雨，地面也平整，还有很多停车点。周六

、日和节假日地铁运行的所有时间段以及所有线路都可以把自行车带到地铁上。你可以通过以下

两个公司租用自行车：

KaracoSpor

地址：Calle Tortosa

8；电话：91-539-96-33；网址：www.karacol.com

；营业时间：10：30-15：00，17：00-20：00；地铁：Atocha），每天租金约为15€（$19），还需

要押金50€（$63），以及护照的复印件。

At Bicimanía

地址：Calle Palencia

20；电话：91-533-11-89；网址：www.biciman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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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30-14：00，17：00-20：30；地铁：Alvarado，租车的时间可以是一

整天，也可以是一周。周日单天的租金约为15€（$19），周末则是24€（$30），整周则是 80€

（$100），押金则是150€（$188），如果是悬浮式自行车押金则为500€（$625），当然，这里也

需要你留下护照复印件。

   

5、市内交通

马德里拥有方便快捷的交通系统，可以很方便的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公交

马德里市内的公交线路有很多，往来于市内以及近郊的各处。相对于地铁而言公交覆盖的范围更

广，间隔不超过20分钟，车上有wifi方便使用。像中国一样大多数公交是前门上车后门下车。司机

旁边设有钱箱，把钱直接投进去就行。但是大多数的公交不找钱，需要事先准备好零钱。

票价：1欧，还可购买10次票票价为9.3欧元

运营时间：大部分线路从6:00-23:30运营，根据不同的线路大约4至15分钟一班。周末每班公车间隔

时间会延长。夜班车都从西贝莱斯广场出发，从午夜一直运行到早上6点。

马德里观光巴士

如果你想快速的了解马德里这座城市，那么选择观光巴士是很不错的选择。且车上有中文的导游

讲解，非常便利。

运营时间：11月至2月 10:00-18:00(间隔为14-15分钟)；3至10月 9:00-22:00（间隔为8-9分钟）。

票价：成人20欧/日 、24欧/两日；青少年（7~15岁）、65岁以上老人9欧/日、12欧/2日；家庭票（

2位成人带领2个7至15岁之间的青少年）50欧/日；6岁以下儿童免费。

购买地点：Felipe IV街（普拉多博物馆旁）；Juli

Travel。亦可在巴士上直接购票或通过旅行社、路边纪念品商店购买。

咨询电话：34902024758

网站：www.madridcitytour.es

地铁

马德里地铁(Metro de Madrid)是除伦敦以外，欧洲第二大地铁系统，覆盖范围很广。它是马德里最

舒适、便捷与安全的交通工具，每天有约250万人次的旅客使用马德里地铁。经济快速的地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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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涵盖了历史古城区、商业区以及政治经济中心，并且把首都和周边邻近的卫星市镇链接起

来。和巴黎一样，地铁的标志是Metro（M）。

马德里拥有12条地铁线路，3条轻轨，以及在�pera 站和 Príncipe Pío站之间的摆渡车R线。城市

中心站是索尔站Sol，地铁1、2、3号线都经过这里。其中地铁8号线（从Nuevos Ministerios站到机

场T4航站大厦），从市区到马德里Barajas国际机场T4航站大厦只需20分钟，抵达机场其他航站大

厦或马德里国际会展中心(IFEMA) 只要12分钟。

运营时间：6:00-凌晨1:30。平时每辆列车间隔为2分钟，而到凌晨和节假日发车间隔则为15分钟左

右。7号线的Pitts站，9号线的Puerta de Arganda和Arganda del

Rey站之间采用与其它区域不同的时刻表。

票价：单次票为1.5欧；10次票为12.2欧；机场地铁附加费3欧每次。地铁票可以在地铁站内的自动

售票机或售票窗口购买。

旅人提示：

1、 乘车前要仔细察看线路图和目的地的方向。

2、 一般记住入口Ebtrada、换乘Correspondencia、出口Salida等单词，乘车就不会出错。

3、 地铁票在进入地铁后要妥善保留，有些站出站时仍需要检票。

4、 马德里地铁上下车要手动开门的。

塞尔卡尼亚斯Cercanías renfe

近郊线塞尔卡尼亚斯，它是马德里市内和近郊相连接的renfe线路。它的速度比地铁快，舒适度也

很不错。以阿托查站和查马丁站为中心，共有9条线路。前往阿兰胡埃斯、埃尔埃斯科里亚尔等近

郊城镇，乘坐该线路很方便。

网站：www.renfe.com

出租车

马德里有十多万辆出租车，一般很容易打到车。马德里的出租车车身为白色，前门处有红色斜宽

条纹及马德里的市徽。

市内还有许多出租车专用停车处，每个停车处都竖一蓝色牌子，牌子的白色区域标一大T字。在

火车、公车站和机场，必需在相应的出租停车点叫车；其他地方可在街边叫车，如车顶亮着绿灯

，表示空车，乘客招手即停。平均来说起步价为2.2欧，之后每公里收费1.2欧左右。从机场乘车到

市内，或从市内到机场还需要加收接送费5.5欧（火车站和巴士总站是2.95欧）。司机会帮助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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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一般一件行李会给司机１欧的小费。车费一般以现金支付。

马德里的出租车身上会有V、J、M的字样，M字母标明这辆车星期二不能运行。M是西班牙语星

期二MARTES的第一个字母。J字母为星期四Jueves的首字母。V为星期五Viernes的首字母。在马德

里，所有出租车每周都有1天不能运行，以便保障司机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联系电话：91-447-51-80

旅人提示：

乘车时要警惕不良司机，有可能不按下计价器，还有做过手脚的计价器，以便多收费。

   

6、前往周边古城

阿尔卡拉城

在Atocha火车站乘C-2或C-7线在Alcala de Henares站下，车程约36分钟。

托莱多

在马德里Atocha火车站乘火车在Toledo站下，车程约35分钟；或者在埃里普提卡广场巴士总站（Pl

aza Elíptica）乘巴士前往。

阿兰胡埃斯

在Atocha火车站乘C-3或C-8线线在Aranjuez站下，车程约45分钟；或者在马德里的南部客运总站（

Estación Sur de Autobuses）乘Aisa或Samar公司的巴士前往，车程约50分钟。

昆卡古城

在Atocha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在Cuenca站下，车程约2小时30分钟；或者或者在马德里的南部客运总

站（Estación Sur de Autobuses）乘Auto-Res公司的巴士前往，车程约2小时至2小时30分钟。

阿维拉

在Chamartín火车站乘火车在Avila站下车程约1小时35分；或者在MENDEZ

ALVARO巴士站坐车巴士前往，车程约1小时35分钟。

塞哥维亚

在Chamartín火车站乘火车在Segovia站下，车程约2小时，或者在Chamartín火车站乘高速列车A

VE或Avant在Segovia AVE站下，车程约30分钟，之后换乘11路巴士前往塞哥维亚，车程约20分钟

。此外，还可以在Principe Pio巴士总站乘La Sepulvedana公司的大巴前往，车程约1小时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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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曼卡

在Chamartín火车站可乘火车在Salamanca - La Alamedilla站下，车程约4小时；或者在MENDEZ

ALVARO巴士总站坐Avanza公司的巴士前往，车程约3小时。

   

7、前往巴塞罗那及其它国家

前往巴塞罗那：

马德里与巴塞罗那之间的交通可选择飞机、AVE（高铁）、夜行列车或巴士。

飞机：大约1小时就有一班，全程1小时10分钟。

AVE和夜行列车：

往返两个城市之间的列车基本每半小时或者1小时一班。车程2.5-3.5小时，夜行列车9小时。马德

里基本都是从阿托查火车站发车，22:30-07:05的夜班车ESTRELLA00370则是停驻查马丁火车站。巴

塞罗那大多从桑兹车站(Sants Estacio)发车。

巴士：

每天有19班巴士往返于两个城市，全程约8小时。马德里从亚美利加大街巴士总站Intercambiador

de Av.de América发车，巴塞罗那从巴士北站出发。

前往英国：

桑坦德和普利茅斯（需19小时30分钟~24小时）、毕尔巴鄂和朴茨茅斯（需28~35小时）之间有渡

船运行。但是船班很少，每周只有1~2班。从马德里乘坐特快列车到桑坦德和毕尔巴鄂需要4小时3

0分钟~5小时。

前往摩洛哥：

前往摩洛哥的起点城市是阿尔赫西拉斯。从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城镇乘坐巴士或铁路都很方便。乘

坐高速渡轮到丹吉尔只需1小时，乘坐普通渡轮需要2小时30分钟。每天有15班船左右（夏季船班

会增加）。另外，也可以乘坐高速渡轮前往西班牙的领地休达。

前往法国：

从马德里的查马丁车站出发首先前往伊伦，然后换乘法国的TGV等列车。在巴黎的蒙帕纳斯站停

靠。不需要换乘的夜行列车19:00从查马丁站出发，次日8:31到达巴黎的奥斯特里茨站。另外，还

有21:05从巴塞罗那的弗兰萨战出发的夜行列车，次日9:01到达巴黎的奥斯特里茨站。也可以在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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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利埃换车。从巴塞罗那也可以前往意大利的米兰，以及瑞士的苏黎世。夜行列车每周有3趟车。

前往葡萄牙：

从马德里的查马丁站乘坐22:25发车的夜行列车，到达里斯本的圣阿波罗尼亚站是次日的7:41。由

于西班牙与葡萄牙是邻国，因此车次和线路都很多。另外巴士的车次也很多。从马德里南部的巴

士总站乘车到里斯本需要8小时30分钟~9小时，每天有2班车。到波尔图需要9小时，每天有1~2班

车。从塞维利亚乘坐巴士到里斯本需要大约7小时，每天有1~2班。另外，还可以从加利西亚地区

的维哥乘坐列车前往波尔图，每天2趟车，需要3小时，在坎帕尔昂站停靠。

   

8、交通卡

巴士和地铁通用票

巴士和地铁的通用票被称为Metrobus，1张票可以使用10次。

购买地点：地铁站、一些烟草店（Tabacos）；公共汽车上车后可直接购买，但只能购买单程票。

网站：www.emtmadrid.es

马德里交通卡Abono Turistico

马德里交通卡，它是一种可在整个马德里使用的交通票。可在有效期内任意乘坐马德里市内的公

共交通工具，分为1日、2日、3日、4日、5日、6日和7日共七种票面。使用者可在以下两个区域内

使用马德里交通卡。

A区：包括地铁、市内公共汽车、近郊火车、轻轨Ml1线。

T区：包括上述服务外加整个马德里自治区内的公共汽车，到瓜达拉哈拉市（Guadalajara）、托莱

多、南部地铁TFM、轻轨Ml2和Ml3线以及到Parla卫星城的有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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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推荐行程

   

1、马德里四日深度畅游

线路设计：

D1：东方广场→马德里王宫→王室化身修道院→皇室赤足女子修道院→圣西内斯教堂→Chocolate

ría San Ginés→太阳门广场→马约尔广场→圣米盖尔市场→市政广场→穆罕默德一世公园→阿尔

穆德纳大教堂→Corral de la Moreria

D2：大地女神喷泉→阿尔卡拉门→丽池公园→普拉多博物馆→索菲娅王后艺术中心→Casa

Patas→格兰大道

D3：拉斯本塔斯斗牛场→伯纳乌球场→Combarro→欧洲之门

D4：托莱多

线路特色：

马德里一座热情似火的城市，在这里可参观西班牙最好的三大美术馆，游览最好的斗牛场，品尝

地道的牛尾大餐，观赏顶级弗拉明戈舞表演，探访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古城。

行程安排：

D1：行程同马德里市中心徒步游。

D2：乘地铁2号线在Banco de

Espa�a站下前往大地女神喷泉，喷泉坐落于西贝莱斯广场

之上，描绘的是弗里吉亚生育女神西贝莱斯，现在是马德里最著名的标志之一。

看完大地女神喷泉沿着Calle de

Alcalá走约400米便是阿尔卡拉门。它是马德里的凯旋之门，是马德里仅存的几个古老城门之一。

阿尔卡拉门旁就是丽池公园

。它是马德里市中心最大的公园，园内除了品种繁多的各类植物外，以铁和玻璃建造而成的

水晶宫也十分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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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池公园向西走约5分钟就可到达普拉多博物馆

。该馆是马德里三大美术馆之一，亦是收藏西班牙绘画作品最全面的美术馆，其中的很多展品都

曾是西班牙皇室的藏品。

从博物馆出来沿Paseo del

Prado向西走约10分钟就是索菲娅王后艺术中心

。它也是三大博物馆之一，收藏了毕加索、达利、米罗等名家的杰作，毕加索传奇作品Guernica

就在这里。

步行约12分钟就到了Casa

Patas

。晚餐就在这里品尝美味的牛尾大餐，很传统的做法，分量也很大。此外，除了美味的牛尾大餐

这里还可以欣赏到顶级弗拉明戈舞表演。

接着在在Antón Martín站乘地铁1号线在Gran

Vía站下前往格兰大道

，大道是马德里市中心的一条高档购物街，世界名牌比比皆是。逛街之余更可欣赏街上那些拥有

华丽外观，富有欧洲及美洲风格的西班牙传统建筑。

D3：乘地铁2号线或5号线在Ventas站下前往拉斯本塔斯斗牛场

。拉斯本塔斯是西班牙最大最有名的斗牛场。在西班牙有种说法“只有在拉斯本塔斯斗牛场胜利

出来的斗牛士才是真正的斗牛士”。如果想了解斗牛的历史这里还有家斗牛博物馆可以参观。

然后在Ventas站乘地铁5号线在Alonso Martínez站换乘10号线在Santiago

Bernabeu站下到伯纳乌球场

它是世界最著名的足球场之一，皇家马德里队的主场。这里无数次见证了白衣军团的辉煌，如果

是球迷这里将是不容错过的。

从伯纳乌球场步行约13分钟抵达Combarro

。餐厅以简约风格为主，优雅舒适，高贵温馨。菜品以新鲜的海鲜为主料，出品多种精美的菜式

。

午饭过后在Santiago Bernabeu乘地铁10号线在Intercambiador de Plaza de

Castilla站下就到了欧洲之门

。出自美国著名的建筑师约翰�布奇和菲利普�约翰逊之手的欧洲之门，倾斜角达15度远胜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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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比萨斜塔，是马德里现代建筑的代表。

D4：在马德里Atocha火车站乘火车前往或在埃里普提卡广场巴士总站乘巴士前往托莱多。托莱多

是一座美丽的山城，塔霍河缓缓流经古城的东、南、西三面，这里至今仍保留着中世纪时的样子

。此外城中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三种形态的文化并存实属少见。

   

2、马德里经典一日自由行

线路设计：

东方广场→马德里皇宫→王室化身修道院→La Bola→西班牙广场→格兰大道→太阳门广场→La

Terraza del Casino→大地女神喷泉→阿尔卡拉门→海神喷泉→普拉多博物馆→马约尔广场→圣米盖

尔市场（Restaurante Botín、Casa Patas）

线路特色：

一大早呼吸着新鲜空气，到皇宫感受波旁王朝的气势，在格兰大道购物，在马约尔广场晒太阳，

在普拉多博物馆被艺术熏陶，在圣米盖尔市场大快朵颐⋯⋯享受属于马德里的生活。

行程安排：

乘地铁2、5或R线在�pera站下，然后步行前往东方广场

。广场的斜侧有格调高雅的咖啡馆，北侧有个花园，这里的日落非常美丽。东方广场的另一端，

可以看见皇家剧院。

东方广场的西侧对着皇宫

。这是仅次于凡尔赛宫和维也纳皇宫的欧洲第三大皇宫，内外装饰豪华绝伦，是马德里旅游的热

门首选景点。在王宫外，可以欣赏到萨巴蒂尼花园、摩尔花园和王家兵器广场。

王室化身修道院

就在东方广场附近，信步可以到达，这里最吸引人的是圣潘达莱昂的圣血。传说每年7月27日的时

候，圣血会由固体溶化为液体，十分神奇。倘若那一年没有溶化，则预示着灾难即将降临。除此

之外，它还收藏了17-18世纪的雕塑和绘画作品。

La

Bola距王室化身修道院

不远，可考虑在这里用午餐。当地的美食爱好者经常为最传统的马德里餐馆投票，在任何一次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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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中，La Bola总是名列前茅。如果你想尝尝马德里的Cocido a la Madrilena，这里就是不错的选择。

从La

Bola步行550米就能到达西班牙广场

。这里最大的看点是塞万提斯纪念碑，雕像围绕着万提斯和《唐吉诃德》，每个地方都有特殊的

含义。广场上还有马德里塔楼和西班牙大厦，两座大楼的顶层都是欣赏马德里全景的好地方。广

场附近还有德波神庙，是观赏马德里全景的最佳地点。

西班牙广场是格兰大道

西端的终点，从这里沿街边购物，边欣赏两边的大型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华丽的外观、雄伟的

柱廊及临街的阳台。如果一口气走完，大概只需要15分钟。

格兰大道挺长，中途拐进Calle

Carmen可直通太阳门广场

。太阳门广场是马德里的中心点，每到新年前夜，大家都会聚在这里倒计时，迎接新年的到来，

著名的熊与灌木雕塑也在这里。

太阳门广场前往阿尔卡拉门的途中会经过草坪娱乐场餐厅

，可考虑前往。这家餐厅聚集了西班牙现代主义菜系中几位重要的领军人物，是马德里餐饮界最

炙手可热的去处。

沿着餐厅前边的Calle de

Alcalá街直走650米来到西贝莱斯广场，广场上的大地女神喷泉

，描绘的是弗里吉亚生育女神西贝莱斯，是马德里标志性的建筑。

继续沿着Calle de

Alcalá街走450米来到阿尔卡拉门

。它是马德里的凯旋之门，是马德里仅存的几个古老城门之一。在夜幕时分登上阿尔卡拉门，可

以远眺马德里最美丽的精致：大地女神广场、阿尔卡拉大道、格兰大道，尽收眼底。

从阿尔卡拉门拐进Calle de Alfonso XII，然后右拐进入Calle Felipe

IV，全程900米可达海神喷泉

。海神喷泉不及大地女神喷泉为人所熟知，但却是组成马德里优美景观的另一个元素，距离普拉

多博物馆仅几步之遥。

普拉多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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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德里三大博物馆之一，如果你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普拉多博物馆是不二选择。它甚至是欧洲

三大美术馆之一，截至十九世纪为止，西班牙最重要的艺术作品均收藏在这里。除此之外，也收

藏法兰德斯画派及意大利画派的作品。

从普拉多博物馆出来沿着Calle

Cervantes街直走3里地到达马约尔广场

。广场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菲利佩三世国王的骑马像，这里一直都是举办集市和戏剧表演的场所，

街头艺术家更是随处可见。除此之外，千万不要错过面包房之家外墙壁的精美壁画。

圣米盖尔市场

就在马约尔广场西边300米，市场内售卖各类新鲜食物，是吃Tapas的好选择，也是感受马德里风

土人情的好去处。晚餐时分圣米盖尔市场更是活色生香，俨然一个高端大排档。

你可以选择到周边的Restaurante Botín用餐，但推荐你去周边的Casa Patas，沿着Calle Colegiata步

行850米左右可达。马德里的好餐馆大把，但有顶级弗拉明戈舞表演的，却屈指可数。而Casa

Patas是其中一家。

   

3、马德里市中心徒步游

线路设计：

东方广场→马德里王宫→王室化身修道院→La

Bola→皇家赤足女修道院→圣西内斯教堂→Chocolatería San Ginés→太阳门广场→马约尔广场→

圣米盖尔市场→市政广场→穆罕默德一世公园→阿尔穆德纳大教堂→Corral de la Moreria

线路特色：

马德里是个非常适合徒步漫游的城市，太阳门广场的周边集中了大部分精华景点，从大气的皇宫

到庄严的阿尔穆德纳大教堂，还有许多不知名却历史悠久的建筑，都是游客的最爱。

行程安排：

乘地铁2、5或R线在�pera站下，然后步行前往东方广场

。广场的斜侧有格调高雅的咖啡馆，北侧有个花园，这里的日落非常美丽。东方广场的另一端，

可以看见皇家剧院。

东方广场的西侧对着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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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仅次于凡尔赛宫和维也纳皇宫的欧洲第三大皇宫，内外装饰豪华绝伦，是马德里旅游的热

门首选景点。在王宫外，可以欣赏到萨巴蒂尼花园、摩尔花园和王家兵器广场。

王室化身修道院

就在东方广场附近，信步可以到达，这里最吸引我的是圣潘达莱昂的圣血。传说每年7月27日的时

候，圣血会由固体溶化为液体，十分神奇。倘若那一年没有溶化，则预示着灾难即将降临。除此

之外，它还收藏了17-18世纪的雕塑和绘画作品。

La

Bola

距王室化身修道院不远，可考虑在这里用午餐。当地的美食爱好者经常为最传统的马德里餐馆投

票，在任何一次投票中，La Bola总是名列前茅。如果你想尝尝马德里的Cocido a la

Madrilena，这里就是不错的选择。

步行650米左右到皇家赤足女修道院

。它不仅地位显赫，更有丰富的艺术品。修道院的回廊到大厅装满了精美的壁画。这里的礼拜堂

用塔拉维拉瓷砖铺地。楼上还有巨大的挂毯厅，陈列有雕塑家贝塞拉的作品《耶稣》，莫纳的《

玛利亚》雕像，伦尼的油画《圣母与孩子》。

圣西内斯教堂距离皇家赤足女修道院仅160米，穿过Calle Arenal就到了。里边收藏了一些精美的油

画，不过旁边圣西内斯巷是很有逛头的，有很多巧克力店和旧书店。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教堂一周

只开放一次，一般是周六。

圣西内斯教堂旁边有Chocolatería San

Ginés，这是一家1894年开业的老铺，油炸面包圈以及热巧克力味道都不错。

Calle

Arenal的尽头直通太阳门广场

。太阳门广场是马德里的中心点，每到新年前夜，大家都会聚在这里倒计时，迎接新年的到来，

著名的熊与灌木雕塑也在这里。

沿着Plaza Puerta del Sol走，然后拐进Calle

Mayor，全程550米。马约尔广场

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菲利佩三世国王的骑马像，这里一直都是举办集市和戏剧表演的场所，街头艺

术家更是随处可见。除此之外，千万不要错过面包房之家外墙壁的精美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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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米盖尔市场

就在马约尔广场西边300米，市场内售卖各类新鲜食物，是吃Tapas的好选择，也是感受马德里风

土人情的好去处。晚餐时分圣米盖尔市场更是活色生香，俨然一个高端大排档。

从Calle

Mayor街上拐进市政广场

，全程220米左右。这个广场的三面都被保存完好的15-17世纪建筑包围，非常有复古氛围。比较

有代表性的是卢哈内斯塔楼、西斯奈罗之家和市政厅。从太阳门广场、马约尔广场到市政厅广场

，刚好绕旧市区一圈。

沿着Calle

Mayor向西400米左右来到穆罕默德一世公园

，该公园是夏天音乐会等露天表演的场所，平时会有很多人在里边的草地上休息，很有生活气息

。园内的阿拉伯城墙遗址也值得一看。

公园对面的就是阿尔穆德纳大教堂，颜色绚烂的吊顶和白色的新哥特式的内壁是它最大的特色。

距离阿尔穆德纳大教堂400米左右的Corral de la

Moreria是晚上happy的好去处，这家餐吧最特别之处在于这里有高水准的弗拉明戈舞表演。

   

4、马德里购物休闲游

线路设计：

D1：拉斯特罗跳蚤市场→塞拉诺街→格兰维亚大街→英国宫百货公司→圣米盖尔市场→Restaurant

e Botí

D2：拉斯喀扎斯购物村→Corral de la Moreria

线路特色：

马德里绝对是购物者的天堂，游人不仅能用更加亲民的价格买到诸如ZARA、Mango等名品；也可

以选择在欧洲最大的跳蚤市场拉斯特罗或散发市井气息的圣米盖尔市场中尽情淘宝。

行程安排：

D1：乘地铁5号线在LA LATINA站下或1号线在TIRSO DE

MOLINA站下前往拉斯特罗跳蚤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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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周末或适逢假日拉斯特罗跳蚤市场一定要去，这里是欧洲最大的跳蚤市场，每个周日的

早上，这里人头攒动，热闹异常。

然后在Acacias站乘坐地铁5号线在Rubén

Darío站下抵达塞拉诺街

。横跨了10余个街区的塞拉诺大街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时尚品牌，被誉为马德里最知名的时尚地

标，不论是本土品牌还是世界名片在此都可一网打尽。

沿着塞拉诺街一直往南逛就是格兰大道

。大道是马德里市中心的一条高档购物街，世界名牌比比皆是。逛街之余更可欣赏街上那些拥有

华丽外观，富有欧洲及美洲风格的西班牙传统建筑。

沿着格兰大道走不久就会发现全马德里最大的百货公司英国宫百货

，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是血拼的好地方。

从百货公司里出来步行约8分钟就是圣米盖尔市场

。市场内售卖各类新鲜食物，是吃Tapas的好选择，也是感受马德里风土人情的好去处。晚餐时分

圣米盖尔市场更是活色生香，俨然一个高端大排档。

从市场出来向南走不到5分钟就到了享有世界上最古老餐厅美誉的Botín

。这里创建于1725年，环境高雅古典、浪漫舒适。招牌菜Roast Suckling

Pig由沿用300多年的传统烘烤方式制作而成，成品外皮焦香，外脆里嫩，味道一流。

D2：在阿托查火车站乘火车在Las

Rozas站下前往拉斯喀扎斯购物村

，这里是欧洲十大购物村之一，有100多家豪华精品店，汇集了全球最受推崇的时尚品牌，一年四

季以非同寻常的低价销售其错季系列，有的降价幅度高达60%。

之后在Las Rozas乘火车在阿托查火车站下换乘41路在P� Sta. M� Cabeza N� 4站下前往Corral de la

Moreria。血拼了一天晚上不如到Corral de la

Moreria好好happy一下，这家餐吧最特别之处在于这里有高水准的弗拉明戈舞表演。

   

5、徒步寻马德里艺术之旅

线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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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洛佩�德�维加故居→海神喷泉→皇家圣赫罗尼莫教堂→普拉多博物馆

→皇家植物园→索菲娅王后艺术中心

线路特色：

浓重的文化和艺术色彩是马德里的突出特点。三大博物馆内，从原始艺术品到先锋作品，无所不

包。如果这些还不能满足你对艺术的追求，该线路中众多特色建筑静候着你的光临。

行程安排：

2号线Banco de Espa�a站下，从Calle de Alcalá大街拐进Paseo del

Prado大街前往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全程500米左右。这一站的起程从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

开始，它是由气派高雅的美丽别墅宫庭(Palacio de Villahermosa)改装而成，马德里三大博物馆之一

，也是私人收藏博物馆，却收藏了从13世纪的绘画作品原稿到20世纪的先锋派作品。

沿着Carrera de San jeronimo大道走，经过国会广场(Plaza de las Cortes)上的国会议事堂(Palaxio del

Congreso)，是西班牙国会的所在地。附近的Calle

Cervantes街十一号上有洛佩�德�维加故居，许多西班牙知名的作家都曾经住在附近。在Calle

Lope de Vega街十八号，有一座教堂及修道院(Iglesia y Convento de las

Trinitarias)，里边的装饰及雕刻都值得一看。

在Paseo de

Prado路上有一座海神喷泉

，喷泉中的希腊海神站立在一辆华丽的马车上，手中挥舞着三叉戟；此喷泉与大地女神喷泉一样

都是由文杜拉罗德里盖兹所设计，雕像则是由约翰巴斯瓜米那(Juan Pascual

Mena)于公元1780年完成。

沿Paseo de Prado向南行，来到忠诚广场(Plaza de la

Lealtad)，广场旁边是古典风格的证券交易所和豪华的Ritz hotel。Ritz

hotel附近是皇家圣赫罗尼莫教堂

，波旁王朝众多的重大事件都在这里上演过，一直受到西班牙王室的青睐。

皇家圣赫罗尼莫教堂的前面就是普拉多博物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厅的上方是由一个圆形透明屋顶所覆盖，使阳光得以照亮整个玄关。截至

十九世纪为止，西班牙最重要的艺术作品均收藏在这里。除此之外，也收藏法兰德斯画派及意大

利画派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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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Paseo de Prado路走，即到皇家植物园(Jardin Botanico)，常举办各类植物及相关主题的展览，

在此不仅可欣赏到稀少的植物及树木，亦可享受园内的清幽凉爽。植物园侧面是Cuesta de

Moyano，这里是传统的旧书市场。

穿过Glorieta de Carlos V，取道Calle de Santa

Isabel，就来到了索菲娅王后艺术中心

。它整体建筑是新古典主义风格，但建筑中部的电梯却是先锋派的设计，这两种风格糅合在一起

，使这里成为马德里现代化的标记，毕加索的名画Guernica无疑最受游人关注。

   

6、马德里周边古城文化游

线路设计：

D1阿尔卡拉城

D2托莱多

D3阿兰胡埃斯

D4昆卡古城

D5阿维拉

D6塞哥维亚

D7萨拉曼卡

线路特色：

马德里周边有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行走七日无疑是一场文化盛宴的享受。线路的每一天都是一

条一日游线路，可任意组合和取舍。晚上入住古堡酒店，让你的文化遗产之旅更完美。

行程安排：

D1：从马德里前往阿尔卡拉城可在Atocha火车站乘C-2或C-7线在Alcala de Henares站下。15世纪当

马德里还仅仅是乡村的时候，阿尔卡拉城已经是重要的宗教中心了。大量残留的文物古迹证明了

它古老的起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最著名的有两点：一是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城风貌；

二是大文豪塞万提斯的故居。

D2：从马德里前往托莱多

可在Atocha火车站乘火车前往或在埃里普提卡广场巴士总站乘巴士前往。托莱多是西班牙最负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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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古城，同为世界文化遗产古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文化在这里共生。辗转于城墙内

迷宫般的狭长街巷或流连于意味深长的古迹遗址之间，每个角落似乎都在提醒游客东西文化曾在

这里碰撞出绚烂的火花。

D3：从马德里前往阿兰胡埃斯

可在Atocha火车站乘C-3线在Aranjuez站下。阿兰胡埃斯成名于著名的吉他音乐《阿兰胡埃斯协奏

曲》。主要的景点是阿兰胡埃斯宫，宫内的中国殿和阿拉伯殿是精华。这里的草莓和芦笋特别有

名。夏天的时候，从马德里有冠名为“草莓”的列车，专门开到这里。

D4：从马德里到昆卡古城

可在Atocha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在Cuenca站下。西班牙昆卡，世界文化遗产古城，一座以古老城墙

为特色的山地城池，整个城市就建在斜坡上，数座桥梁将该城与外界相连。昆卡的老街区被认为

是西班牙最壮丽的古城风貌。

D5：从马德里到阿维拉

可在Chamartín火车站可乘火车前往。中世纪风情之城阿维拉海拔1131米，是西班牙最冷的城市

之一。时至今日，已成为世界遗产的阿维拉仍然拥有着西班牙最宏伟的古城墙遗址，它也成为阿

维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D6：从马德里到塞哥维亚

可在Chamartín火车站可乘火车前往。塞戈维亚是马德里西北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城，建于公

元1世纪的古罗马高架引水桥是塞戈维亚的标志，也是迄今保护最完整的罗马帝国古迹之一。塞戈

维亚大教堂有“大教堂中的贵妇”的美誉，是西班牙修建的最后一座哥特式建筑。

D7：从马德里到萨拉曼卡

可在Chamartín火车站可乘火车前往。萨拉曼卡是西班牙最著名的历史名城艺术中心之一，被称

为“智慧之城”，是世界文化遗产。萨拉曼卡还有一个美称是“金色都市”，因为很多建筑是由

一种黄色石块建造而成。整个老城都是柔和的黄色，充满历史的沧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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