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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记忆

 如果要看一部比较完整的小亚细亚历史，那您一定要到伊斯坦布尔。这座位于欧洲与亚洲交界

处的城市，曾是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作为千年以来的兵家必争

之地，伊斯坦布尔到处是古迹，这不得不让人叹服。漫步在伊市，到处都充斥着令人惊奇的时光

遗产：老城内，从罗马帝国留下来的君士坦丁堡古城那高低错落的圆形拱顶、高耸的尖塔装饰了

整个市区；1500年历史的东罗马时代建筑杰作——圣索菲亚大教堂；世界上唯一拥有六座高塔的

清真寺——蓝色清真寺；还有奥斯曼帝国的王府——托普卡帕宫⋯⋯至今震撼着人们的心魄。 

蓝色清真寺(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将伊斯坦布

尔描述为一座“缤纷之都”，在这里人们形形色色的生活如同这座城市不同凡响的历史一样，都

尽现于现代城市流动的美丽景致之中，可谓是“如梦如幻”。熙熙攘攘的街区中，处处生长着郁

金香，映衬在丛生的各式建筑中；而这些建筑有的可以一直追溯到拜占庭时期，有的则来自于奥

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有的则是属于不在那么富裕的近代。加之街上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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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仿佛一会儿是在荷兰，而下一个街口仿佛又到了中亚，所有的这些一同造就了这个城市。

它的建筑与各色人口看似杂乱无章，但又紧密团结，各自的历史和个性虽然迥然不同，但每一样

都动人心魄

初来伊斯坦布尔，您可能立刻被它“纠结”的历史弄得不知所措——光名字就改过两次：君士坦

丁堡（Constantinople）和伊斯坦布尔(Istanbul)。而这座城本身，也经历了太多变革与成长：历史

书上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首都都在这里，它们留下了随处可见的“老房子与大

工地”。同时2001年它是与北京同台竞争奥运会主办权的国际大都市，2010年它是全世界聚焦的

欧洲文化之都⋯⋯是的，这些都是伊斯坦布尔。这些，都是关于一座城的记忆。 

伊斯坦布尔位置图

地理位置：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城市，博斯普鲁斯海峡(istanbul

Bogazi)横贯其中，造就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

最佳旅游时间：

5月、6月、9月、10月是伊斯坦布尔的最佳旅游时间，这时的伊斯坦布尔阳光和煦，气温不冷不热

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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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入境签证

1、一次入境签证有效期为三个月，允许签证持有人在三个月内进入土耳其境内一次。

2、多次入境签证原则上有效期为一年。允许签证持有人多次入境并且每次可以在土耳其境内停留

一个月。商务签证也可以申请多次入境签证。

申请入境签证时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有效期：30天 最多停留：15天 预计工作日：10天 

护照

1、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因私护照 2、请在护照最后一页签名(中文姓名)

3、持换发护照者，需同时提供所有旧护照原件

照片

1、2寸白底彩色近照3张 2、照片尺寸要求35×45mm 3、请在照片背面用铅笔写上自己的姓名 名片

2张

户口本 

1、 全家户口本复印件

2、复印件包含户口本首页，户主页，本人页，配偶页

身份证 

1、 如是旧身份证请用A4纸复印2份

2、如是新换发的身份证请用A4纸复印正反两面各2份

 其它

1、 填写个人资料表

资产证明 辅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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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写个人资料表

工作证明 营业执照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在职证明 单位正规抬头的信函纸3张， 加盖公章

学生及儿童 公证书 

1、 与父母双方同行，需提供： A、三方亲属关系证明公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

2、与父或母一方同行，需提供： A、三方亲属关系证明公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

B、不去的一方要出具同意书的公证

3、与父母以外的非直系亲属同行，需提供：

A、三方亲属关系证明公证及认证，公证要以孩子为主申请人

B、父母双方出具的同意书的公证及认证

4、对于单独成行者，使馆不予受理 准假证明 学校准假证明信和学生证复印件

辅助资料

1、如是旧身份证请用A4纸复印2份 2、如是新换发的身份证请用A4纸复印正反两面各2份

老人

1、退休人员请提供退休证复印件。 并提供存款证明原件（额度不少于3万）

旅人提示：

1、签出后视个人情况收取3-5万的押金，回国后需寄回护照原件消签(如有滞留现象发生，押金不

予退还) 2、使馆每周一、三、五受理签证

过境签证

过境签证有效期为三个月，允许签证持有人从土耳其过境去其他国家旅行。

1. 一次过境签允许签证持有人在三个月内经过土耳其一次。

2.两次过境签允许签证持有人在三个月内经过土耳其两次。每次过境时在土耳其境内停留不得超

过七天。

申请过境签证时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 有效期至少为六个月的护照

- 目的国签证

- 机票或者机票订单

- 一张申请人的二寸彩色证件照片（照片需粘贴在签证申请表的左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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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申请表

- 签证费

旅人提示：

旅客在土耳其国际机场等候转机时，不必持有“机场过境签证”。但是如果旅客希望城市观光或

过夜的话，在抵达之前，需要从土耳其大使馆或领事馆得到过境签证。或者在抵达机场时，需要

从土耳其边境安全官员那里申请“许可证”。但请记住，土耳其边境安全官员有权同意或拒绝许

可。除此之外，所有签证申请应由本人递交到使馆。

链接：土耳其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gov.tr/

相关单位：

土耳其驻华大使馆联系方式

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三里屯东五街九号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6532 1715

传真：（＋86 10）6532 5480

电子信箱：embassy@turkey.org.cn

网址：www.turkey.org.cn

工作时间：09：00-12：30， 14：00-17：00

签证处

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三里屯东五街九号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6532 2347

传真：(+86 10)6532 5480

电子信箱：consularsection@turkey.org.cn

工作时间：09：30-12：30

(签证申请时间为上午9：30至12：30，周一、周三、周五)

(电话咨询时间为下午3：00至5：00，周一至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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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驻上海总领事馆

（上海市以及安徽，江苏和浙江省）

地址：中国上海淮海中路1375号启华大厦13-B 土耳其驻上海总领事馆 200032

电话： （＋86 21）6474 6838 / 6474 6839 / 6474 7237

传真： （＋86 21）6471 9896

电子信箱：turkcons@uninet.cn

网页：www.turizm.gov.tr

土耳其驻香港总领事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地址：香港铜锣湾告士打道255-257号信和广场301室

电话： 00852 2572 1331 / 00852 2572 0275

传真：00852 2893 1771

电子信箱：turkcons@netvigator.com

旅人提示：

英国护照持有人目前费用为�10的签证，且必须支付英镑。美国和澳大利亚护照持有人的签证费

为$20 /€15。加拿大护照持有人的签证费为$60 /€45。新西兰护照持有人的签证费为免费。

   

2、货币

土耳其的货币是里拉：有以下面额的钞票：5、10、20、50和100 里拉。硬币：1、5、10、25及50

Kuru�和1 里拉。

入境时没有外币的限制，但是在出入境时不能携带价值超过5000美金的土耳其里拉。在海滨度假

区和大城市可以使用外币。如果你打算去一些小城市最好还是换成土耳其里拉。随身携带的信用

卡或者银联卡也可以在当地的ATM自动取款机提款，ATM机一般均有英文说明书。在机场一般都

可以找得到此类提款机。在酒店，餐厅和商店一般也都可以使用信用卡。在银行或者私营的货币

兑换办公室可以兑换率旅行支票和外币，汇率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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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耳其报纸每日公布的汇率，想享受最佳汇率可以参考当日报纸。

2.土耳其不接受苏格兰纸币。

3.兑换外币后请妥善保管银行的回单和购物时的交易收据，离境换汇时可能需要您出示此回单。

   

3、海关信息

进入土耳其时，贵重物品和所有价值超过15，000美元的物品都必须在所有人的护照上登记，以便

离境时对其进行管理。

入境游客携带的一些私人物品在入境时可以免除关税：

一台电视机、一台彩色袖珍电视（屏幕尺寸不超过16厘米）一台电视收录一体机、一台摄像机及5

盒空白录像带、5张唱片、盒式磁带或光盘、一台录像机、电影放映机（8毫米）和10卷空白电影

胶片、一台幻灯机、一台便携式计算机、电子播放装置（不带磁带和磁盘）；

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和一台便携式收录机（规格由财政部和海关部确定），一台随身听或便携式磁

带录音机，一台便携式激光唱机；

口琴、曼陀林、六孔木萧、长笛、吉他、手风琴（每种仅限一件，且乐器总数不得超过3件）；

200支香烟和50支雪茄，200克烟草和200张卷烟纸，或50克嚼烟或200克烟斗丝，或200克鼻烟（除

以上物品，在入境时还可以从土耳其的免税商店购买400支香烟，100支雪茄和500克烟斗丝）；

1.5千克咖啡，1.5千克即溶咖啡，500克茶；

1千克巧克力和1千克糖果；

5瓶（每瓶100毫升）或7瓶（每瓶70毫升）酒和/或烈酒；

5瓶香水（每瓶容量不超过120毫升）；

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一架照相机、5卷胶卷、急救物品、汽车零配件、旅行中必需的其他物品、个

人运动器材、必要的医疗用品、自行车、儿童车、玩具；

带入境内的古董必须在所有人的护照上登记，以避免在离境时出现困难；

未经特别允许，不得携带利器（包括露营用刀）和武器入境；

严禁在土耳其境内携带、交易和吸食大麻及所有毒品；

不超过500德国马克的礼品（非交易目的）可免税携带入境。此外，不超过500德国马克的礼品也

可邮寄到土耳其并获免税，但寄出邮局的邮戳日期应在下列节日的前后一个月内：开斋节、古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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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节、圣诞节和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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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斯坦布尔最棒体验

   

1、探寻奢侈华丽的“灵异宫殿”

(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The Topkap� Palace）坐落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充满历史遗迹

半岛的海角，可以俯瞰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然而这座无比奢侈华丽的皇宫内所发生的

恐怖事件恐怕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室家庭故事都要多。这里曾是喝多了香槟而淹死在浴缸里的“酒

鬼皇帝”谢利姆的家；也曾经住过疯子易卜拉欣，他因为被自己的兄长囚禁了22年而丧失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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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苏莱曼大帝美貌如花却心如蛇蝎的自己罗克塞拉娜⋯⋯然而这3位只是1453年-1839年间居住

在这里或疯癫、或伤悲、或邪恶的诸多奥斯曼人中的三个罢了。这座奢华的宫殿背后所隐藏的不

为人知的恐怖历史待人探寻。

   

2、在不起眼的小酒馆参与伊斯坦布尔最盛大的狂欢

(图片由网友 @小小鱼儿 提供)

夜幕下的伊斯坦布尔，若您只是陶醉于它静谧柔美的月光中，那一定会错过伊斯坦布尔夜晚的另

一面。在每一个晚上伊斯坦布尔的那些不起眼的小酒馆里，总是挤满了聊得火热的当地人。人们

在这些传统小酒馆内欣赏着音乐家现场演奏的吉卜赛音乐fasil的欢快旋律，品尝着让人眼花缭乱的

各式小菜和新鲜鱼肉，再喝上几口无限量供应的Raki（茴香白兰地）尽情地畅饮，这正是伊斯坦

布尔最盛大的狂欢。

体验地：Desp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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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na是伊斯坦布尔最棒的小酒馆之一，它于1946年开张以出色的音乐著称。

地址：acikyol sokak9，kurtulus

电话：+90-212-247-3357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2：00-00：30，音乐表演20：30-00：00

参考价格：开胃菜4-6里拉，主食10里拉左右

   

3、精妙绝伦的绝世镶嵌画带您梦回拜占庭帝国

(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伊斯坦布尔市内拥有众多的拜占庭帝国时期的遗留建筑，然而没有一座能如柯拉教堂那般令人满

意。表面上它仿佛淹没在了这个城市众多各式的建筑中平淡无奇，然而在这座最初叫做“墙外神

                                               15 / 7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161&do=album&picid=52415


�������

伊斯坦布尔攻略
圣救世主教堂”其貌不扬的建筑内部，几乎所有的装饰都是在久远的1312年完成的。行走在这座

教堂中慢慢品味这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和镶嵌画，转瞬之间它们便把你带回到了几个世纪前强盛的

拜占庭帝国。最为漂亮的镶嵌画在通往前廊的大门之上，描绘着Theodore正在把这座教堂献给基

督的场景。

地址：kariye muzesi

门票：15里拉

电话：+90-212-631-9241

开放时间：9：00-17：00

   

4、迷失在大巴扎熙熙攘攘的人潮中

(图片由网友 @NAN.C 提供)

如果你没有在大巴扎迷失过，又怎能算到过伊斯坦布尔？多少个世纪以来这里都是旧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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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凭时代的不断更迭它都未曾改变。这里占地300，000平方米，拥有5000多间店面，光是入口就

有13个之多。而大巴扎不仅是大而复杂的陈设，这里的精华是那琳琅满目的土耳其手工艺品、精

美绝伦的土耳其地毯、让人爱不释手的金银首饰、巧夺天工的皮革制品⋯⋯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大

集市内，您又怎能不迷失？在您闲庭信步之时兴许热情的土耳其人还会邀您一同品上一杯芳香浓

郁的苹果茶，但不要忘了您身在何处哦。

   

5、无与伦比的现代艺术馆体验另类时尚的表达

(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曾经作为3个古老帝国首都的伊斯坦布尔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此同时近年来伊斯坦布尔商业家

族兴起了投资艺术馆的浪潮，可以说是自郁金香传到这个国度后最美妙的事情了。突然之间，伊

斯坦布尔便聚集了大批世界顶级的现代艺术馆，为这里已经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艺术氛围锦上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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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难怪这里会成为2010年的欧洲文化之都。还不快逛一下这里的艺术馆去感受对时尚的另类表

达。

   

6、订一张土耳其足球超级联赛的门票

(图片由网友 @小小鱼儿 提供)

大家是否还记得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3：0完胜中国队的土耳其足球队吗？相信最终勇夺第三名的

土耳其队早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伊斯坦布尔每逢联赛日，伊斯坦布尔的人潮与交通会

变得异常疯狂。支持加拉塔萨雷或是费伦巴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即刻去加入到狂欢的人

群中，为精彩的比赛尽情地呐喊，感受世界第一运动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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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读一本帕默克的书，体味最真实的伊斯坦布尔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

巨擎。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我的名字叫红》中对土耳其描摹，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剪影

；多少人因为《伊斯坦布尔》一书，而在心中埋下了对伊斯坦布尔的疯狂向往之情。在伊斯坦布

尔读一本奥尔罕�帕慕克的书，让您了解最真实的伊斯坦布尔，从而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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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乘船感受“左手欧洲，右手亚洲”

(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早在18、19世界期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之间长而窄的划桨船就在这里川流不息。它们轻

轻划着的船桨仿佛同水面打着节拍，把人们从欧洲载入亚洲，或从亚洲载入欧洲。光阴荏苒，现

在那些小船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公共轮船。在伊斯坦布尔没有比乘上轮

船更让人思绪万千的事情了，航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间让人陷入悠久的回忆之中，体会“左手欧

洲，右手亚洲”独特感觉。

   

9、公共浴室蒸一蒸，来一回最地道的古老“土耳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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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在伊斯坦布尔的公共浴室里能体验到举世闻名的“土耳其浴”。历史悠久的土耳其浴闻名世界，

它不仅是土耳其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土耳其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在当地更是有“节日

浴”的说法（指重大节日前要沐浴净身），可见土耳其“洗浴文化”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在圆顶

的浴室里，土耳其人综合了罗马和拜占庭浴室的特色，您只需要静静地躺在大理石上热烤，便能

益气活血，舒筋通脉；再做一次惬意的按摩褪去您旅途的劳累，绝对是无比的享受。

体验地：�emberlita� Hamam�

这座浴室是由米马尔�锡南在1584年设计完成的，富丽堂皇，可体验正宗的土耳其浴。

地址：Mollafenari Mh.， Vezirhan Caddesi 8， 34440 Istanb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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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90 212 520 1850 �

网址：www.cemberlitashamami.com.tr

交通：乘T1在�emberlita�下车

营业时间：6：00-24：00

平均消费：30-80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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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伊斯坦布尔走遍全城

对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印象，无论从热闹程度还是历史积淀来说，这座城市与北京确有几分相像。

但当汽车驶过那绵长秀丽的海岸线，你会觉得，这一眸得天独厚的美景，可真是上天对伊斯坦布

尔的恣意偏爱。在伊斯坦布尔的海滩、广场、街巷中细细浏览那些深远岁月留下的痕迹；亦或是

只选一个晴朗的日子在海边的绿色长椅上坐坐，一切便是这般完美。

   

1、圣索非亚大教堂

(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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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教堂之一它与蓝色清真寺隔街相望。然而严格意义上说圣索菲亚大教堂

不能称之为一座教堂。这座建于公元4世纪的教堂曾经因战乱而被烧毁重建，并在奥斯曼帝国时被

改建为了清真寺。当它刚刚建成之时拜占庭帝国正处于鼎盛阶段，圣索非亚教堂恢宏无比，充分

体现出了卓越的建筑艺术。如今它有着直径达56米的巨大圆形穹顶和四座伊斯兰高塔，这里到底

是教堂还是清真寺？走进内部您会更加的迷惑。堪称拜占庭代表的教堂天顶，圣母玛利亚与巨型

的伊斯兰文字和谐相处，镶嵌画和彩绘玻璃混搭着浓厚的伊斯兰风格，这样的建筑怎能错过！

地址：Kücük Aya Sofya Caddesi， Estambul， Estambul

电话：+90-212-5221750

价格：10里拉

开放时间：9：30-16：30（周一休息）

网址：www.hagia-sophia.net

交通：乘坐T1在Sultanahmet站下车

   

2、蓝色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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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小鱼儿 提供)

蓝色清真寺享誉海外、是伊斯坦布尔最具地标性质的代表作之一。1616年这座历经7年工期的清真

寺才竣工。六座高耸的宣礼塔围绕着巨大的圆顶型主题建筑，壮美非凡。如今来来往往的游人总

是不惜花费时间，一定要在蓝色清真寺广场之上找到能把六座宣礼塔全部捕入镜头的绝佳视点。

当然其实这座清真寺的原名并非“蓝色”，它真正的名称应该是素檀何密清真寺。只因寺内墙壁

全用的蓝白两色的伊兹尼蓝磁砖装饰，反射出奇幻的蓝色光晕，清真寺才获此佳名。

地址：Blue Mosque Sultan Ahment Camii

电话：+90-212-4580776

开放时间：9：00-18：00

交通：乘坐T1在Sultanahmet站下车

   

3、塔克西姆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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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繁华热闹的塔克西姆广场是象征着现代伊斯坦布尔的心脏，它的名字源于广场西部的石质蓄水池

（taksim）。如果您来到塔克西姆广场广场时恰逢周末，那么便可以最为深刻地感受到伊斯坦布

尔的喧闹和热情。这里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广场，也是土耳其球迷和伊斯坦布尔市民最常举行集

会的地方。因此塔克西姆广场见证了无数重大事件的发生和众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它毫无疑问是

城市文化和生活的中心。在塔克西姆广场的南面耸立着一座环形的独立纪念碑，纪念着令万千土

耳其人民所敬仰的国父凯莫尔。

地址：Taksim Meydani Tarlabasi Blv

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交通：乘座M2在Taksim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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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角湾

(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如果一座城市为水环绕，那么它一定有一处迷人的海湾，而伊斯坦布尔这一处美景就是金角湾—

—伊斯坦布尔最著名、最动人的海湾。这一处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的细长港湾，长约7公

里，曾是伊斯坦布尔港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和海洋运输

也都集中于此。如今的金角湾附近依然保留着很多拜占庭、奥斯曼时代的木房子、教会和犹太教

堂等，当然也少不了美丽的公园和浪漫的海滨大道。当落日的余晖渲染了海岸，美景如画，无论

是当地人还是游客无不为之倾倒。

地址：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

开放时间：全天

   

5、托普卡帕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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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NAN.C 提供)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The Topkap� Palace）坐落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充满历史遗迹

半岛的海角，可以俯瞰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此外如果您想了解伊斯坦布尔更迭的历史

或是在岁月长河中留下的奇闻轶事；亦或是你对回味奥斯曼帝国曾经的辉煌或这里众多恐怖历史

感兴趣，托普卡帕宫都能满足你的愿望。同时这里还是一座很不错的实体博物馆，其中一座重48

公斤一人高的金制蜡烛，上下镶着 6666 个金刚石，光泽耀目，巧夺天工。这些豪华绚丽的陈列品

，既反映了封建君主们穷奢极侈的生活，也反映了土耳其人民的无穷智慧和创造才能。

地址：Babihumayun Caddesi

电话：+90-212-5224422

价格：20里拉

开放时间：夏季周三至周一9：00-19：00，冬季9：00-17：00

网址：www.topkapisarayi.gov.tr

交通：乘坐T1 在Gülhane站下车 

   

                                               28 / 7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341&do=album&picid=52507


�������

伊斯坦布尔攻略
6、苏莱曼清真寺

 (图片由网友 @小小鱼儿 提供)

苏莱曼清真寺（Süleymaniye Camii）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内的第二大清真寺。它是由苏莱曼一

世下令从1550年至1557年在极短的时间内建成的，是建筑师希南最重要的作品。清真寺宏伟的建

筑群与蓝色清真寺拥有同样的重要性。整个建筑群建在复杂和陡峭的第三山丘上，使用了出奇的

建筑方案，将山丘和周围的街巷结合到一起。此外这里还被称之为奥斯曼帝国“最富丽堂皇的纪

念碑”。

地址：Süleymaniye Mh.， Profes�r S�dd�k Sami Onar Caddesi 1， Istanbul

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9：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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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乘坐T1在Laleli-�niversite站下车

   

7、加拉太塔

(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如果说旧城最美的经过是蓝色清真寺，那么新城的地标当属加拉太塔。自公元6世纪以来加拉太塔

就耸立在此。然而它曾在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时被焚毁，直至14世纪才由热那亚人重建复生。这

座历经沧桑的古塔还曾身兼数职：警卫塔、监狱、天文台⋯⋯如今，大家更乐于在67米高的塔顶

纵览整座城市如画般的风景。

地址：Bereketzade Mh.，34420 Beyo�lu/Istanbul

电话：+90-212-292-0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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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10里拉

开放时间：8：30-20：00

网址：www.galatatower.net

交通：乘坐T1在Karak�y下车或乘坐电车在Tunel站下车

   

8、多尔马巴赫切宫

(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多尔马巴赫切宫也被当地人称作“新宫”，它是一座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由内及外散发着浓郁

的欧洲风情。始建于1843年耗时16年才修建完成的新宫耸立在博斯普鲁斯岸边。奥斯曼帝国的最

后一位皇帝苏丹曾经在此居住，所以它也见证了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在您步入皇宫的霎那，也许

便会被这里的华丽震惊得屏住了呼吸，世界是最大的重达4500公斤的巨型水晶吊灯和童话般的水

晶楼梯都在这里，它们将当年皇室的高贵气派展露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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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Vi�nezade Mh.，34357 Istanbul Province/Istanbul

电话：+90-212-2369000

价格：20里拉

开放时间：9：00-16：00，周一周四休息

网址：www.dolmabanhce.gov.tr

交通：乘坐M2在Taksim站下车或乘坐T1在Kabatats站下车

   

9、博斯普鲁斯海峡

(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Bosphurus，在希腊语中是“牛渡”的意思。传说古希腊万神之神宙斯曾变成一头牛，驮着一位美

丽的人间公主从这条波涛汹涌的海峡游过，海峡因此而得名。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所以这么有名，

不仅是其优美的景色，海峡两岸树木葱郁，村庄、游览胜地、华丽的住所和别墅星罗棋布。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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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将欧洲与亚洲大陆一分为二，同时还是黑海出海的第一道关口。在

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博斯普鲁斯海峡承载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记忆，如今的海峡两岸自然风

光与历史遗迹交相辉映，使这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景区。

地址：Alemdar Mh.，Divan Yolu Caddesi 56，Istanbul

电话：+90-212-4444436

价格：游船单程13里拉，往返20里拉

开放时间：全天

交通：乘坐T1至Eminonu站下车

   

10、伊斯坦布尔少女塔

(图片由网友 @小小鱼儿 提供)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靠海的城市，所以它最醒目的地标之一就是少女塔。与其他的景点不同，坐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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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小岛上的少女塔只是一座小小的灯塔，并没有什么宏伟壮观的外形或是划时代

的建筑风格。不过这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小塔却承载着诸多忧伤的历史传说，其中最著名便是希

腊传说Hero和Leandros相爱的唯美爱情故事。因此少女塔成为了伊斯坦布尔忠贞爱情的象征。

地址：Salacak Mh.， Salacak �skele Ar Sk 17， �stanbul

电话：+90-216-342-4747 �

开放时间：9：00-23：00

网址：www.kizkululesi.com.tr

交通：在Salacak或Kabatas乘坐轮船到达

   

11、贝勒贝伊宫

 

(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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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建于19世纪，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的宫殿曾作为苏丹的夏日别墅以及外国贵宾的

招待所，法国皇后尤珍妮(Eugenie)曾光临过这里。它是伊斯坦布尔最为著名也是最为美丽的宫殿

之一。这座宫殿另一个著名的原因是这是一座由白色大理石建造，庭院中种满了玉兰花的梦幻白

色宫殿。除了极尽奢华的宫殿内部装潢，宫殿庭院中还种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奇草，你甚至

可以找到竹子。如同梦境一般的贝勒贝伊宫也被称作“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美妙的一角”。

地址：Abdullaha�a Mh.， 34676 Istanbul Province/Istanbul，

电话：+90-216-321-9320 �

开放时间：3-9月9：30-17：00，10-次年2月9：30-16：00（周一、周四休息）

交通：乘坐Bosphorus Line-1在Beylerbey�站下

   

12、教堂地下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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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NAN.C 提供)

从字面上翻译YEREBATAN SARNICI是地下蓄水池的意思，其实这就是它最原始的职责所在。它

原本是6世纪拜占庭时代的贮水池，由336根粗大的科林斯(Corinth)式柱子支撑着巨大的砖制拱顶

。除了作为古老的蓄水池，这里还曾作为军事弹药库使用。如今的这里可以称得上是伊斯坦布尔

最浪漫、最神秘的景点之一。336根巨大石柱构建的巨大宫殿，每根柱子上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此外那悠长旷远的滴水声加之那些诡异的传说，仿佛带您步入了另一个莫测的世界。

地址：Alemdar Mh.， Yerebatan Caddesi 13， Istanbul

电话：+90-212-522-1259 �

价格：10里拉

开放时间：4月至9月9：00-18：30，10月至3月9：00-17：30

网址：www.yerebatan.com

交通：乘坐T1在Sultanahmet站下车

   

13、伊斯坦布尔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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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留下的强大烙印世人皆知。来到伊斯坦布尔怎能不去了解一下这个纵横时代的

帝国曾经拥有多么强盛的军事实力。馆内所展示的有奥斯曼时代土耳其军队行军时所使用的野营

帐篷、精良武器及其它装备。种类繁多的珍贵原物都可以在这个前身是陆军学校的军事博物馆中

看到，让人大饱眼福。此外这里每天下午3点到4点之间有奥斯曼时代军乐表演。

地址：Valikonagi Caddesi， Harbiye， 34298 Istanbul Province

电话：+90-212-233-2720 �

价格：1.5里拉

开放时间：9：00-17：00

交通：乘坐M2在Osmanbey站下车

   

14、鲁梅利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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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在伊斯坦布尔众多的清真寺里鲁梅利堡垒显得十分的醒目。这座堡垒又称为欧洲堡垒，是苏丹迈

赫迈特征服伊斯坦布尔前在1452年仅用4个月建造的，也是全世界的军事建筑物中最美丽的杰作之

一。鲁梅利堡垒矗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最窄之处，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如今

的鲁梅利堡垒已经成为了一座博物馆，展示当时古堡内配备的装备。在此游览不要忘记走到城墙

之上，优美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风景便会顷刻间尽收眼底。

地址：Rumeli Hisar� Mh.， 34470 Istanbul Province/Istanbul

电话：+90-212-263-3822 �

价格：4里拉

开放时间：9：00-17：00

交通：乘坐25E在Rumeli Hisar�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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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馆

(图片由网友 @小小鱼儿 提供)

2004年创立的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馆是土耳其第一间现代艺术馆，由著名的建筑师Seddad Hakki El

dem设计。这个8600平方米前身是海关的地方，展示着土耳其最为前卫的一面。除了精美的展品

之外这里还拥有一个180度博斯普鲁斯海峡精致的最佳视点——博物馆咖啡馆。坐在这里对岸的蓝

色清真寺清晰可见，川流不息的港湾和碧海蓝天，就像是一幅流动的完美画卷。

地址：Meclis-i Mebusan Caddesi， Liman Isletmeleri Sahasi 305， Antrepo No： 4， Istanbul Province

电话：+90-212-334-7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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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3里拉，儿童免费

开放时间：10：00-18：00

网址：www.istanbulmodern.org

交通：乘坐T1在ophane站下车

   

16、锡凯尔火车站

(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著名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曾经写过一部享誉世界的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锡凯尔

火车站就是因小说而享负盛名的巴黎始发的“东方快车号”的终点站。建于1890年的锡凯尔火车

站，车站大门左右长条的红砖和彩色玻璃使这座具有土耳其新艺术派风格的建筑看上去魅力十足

。尽管车站大门已不再使用，但还经常会有人在此驻足向内观望。

地址：Hoca Pa�a Mh.， 34110 Istanbul Province/Istanbul

电话：+90-212-4588834

价格：30里拉

交通：乘坐T1在Sirkeci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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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卡里耶博物馆

 

(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卡里耶博物馆(Kariye Museum)位于埃迪尔内卡普(Edirnekapi)，建于11世纪，是伊斯坦布尔城内仅

次于索菲亚教堂的另一处拜占庭时代著名古迹。内部的墙壁布满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马赛克，这

些描述耶稣基督和圣母玛丽亚生平的彩色壁画，生动的反映了拜占庭美术的活力和艺术成就。

地址：Kariye Müzesi， Avc�bey Mh.， Kariye Türbesi Sokak 16， Istanbul

电话：+90-212-631-9241 

开放时间：9：30-16：30

交通：乘坐T4在Edirnekap�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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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苏丹阿赫迈特广场

(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来到伊斯坦布尔，漫步在繁华的苏丹阿赫迈特广场，您能想象到这里曾是拜占庭时代的战场竞技

场和古赛马场吗？广场中间塞奥道西斯的“奥拜里斯克”方尖碑(Obelisk of Theodosius)、青铜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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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柱及君士坦丁“奥拜里斯克”方尖碑引人注目。在三个纪念碑的西南侧可以看到大竞技场的弯

月型墙壁遗迹。如今这里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文化、旅游中心。

地址：38 Mimar Mehmet Age Caddesi，Sultanamet

交通：乘坐T1在Sultanahmet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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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伊斯坦布尔周边景点

   

1、王子群岛

(图片由网友 @小小鱼儿 提供)

王子群岛在马尔马拉海上，有着9座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小岛。它们是如今的伊斯坦布尔人民最热

爱的避暑胜地。幽静的王子群岛气候宜人、精致优雅、葱郁的树林、精致的别墅、妖娆的海岸线

和洁白的海鸥，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美丽的王子群岛。

地址：伊斯坦布尔东南20公里马尔马拉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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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在伊斯坦布尔码头乘轮船前往

   

2、查姆勒札丘

(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攀登上海拔263米的查姆勒札丘的回报就是在这里你会了解到什么叫赏心悦目。漫步在大片的草坪

包围的小径，一座奥斯曼风格的老房子被盛放的鲜花和白色的篱笆映衬得格外美丽。博斯普鲁斯

海峡、金角湾、清真寺⋯⋯伊斯坦布尔所有的美景全部清晰地展现在您的眼前。

地址：Samand�ra Abdurrahman Gaz Mh.， Hendek Caddesi， Istanbul 

   

3、锡利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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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NAN.C 提供)

锡利夫里距离伊斯坦布尔约65公里，一直以伊斯坦布尔人的“夏日别墅”而闻名。作为知名的度

假胜地，这里运动、健身、康体设施应有尽有，其中还包括著名的拉希斯高尔夫球场及野外俱乐

部。当然，还少不了美味餐厅相伴。另外锡利夫里的会议中心还为那些想远离城市紧张生活节奏

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办公地点，因此这里也颇受商务人士的喜爱。

地址：伊斯坦布尔以西6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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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伊斯坦布尔美食王国

土耳其原本就是一个饮食文化深远而丰富的国度，土耳其美食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之一，被认为

是世界三个主要菜系之一。因其各种独特的配方中使用众多的天然成分，使其风味和口味独特，

其影响力遍及欧洲、亚洲、中东和非洲。在这个亚欧分离的地方伊斯坦布尔您能品尝到正宗的土

耳其烤肉、喝到最地道土耳其茶还能体验到欧亚各国的美食精髓。

   

1、土耳其美食

烤肉 

(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说道土耳其美食的象征，那绝对是烤肉。到了土耳其，才算是见到了真正的土耳其烤肉。壮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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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肉柱、四溢的香气充满了大街小巷、商场、饭店、车站、游乐场所、居民区，已成为伊斯坦布

尔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经久不衰的火爆场面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鱼肉三明治

鱼肉三明治是伊斯坦布尔最特色的市井小吃。在伊斯坦布尔想尝到最新鲜的鱼肉，最简单最便宜

的方法便是在渔夫的手中买一份鱼肉三明治。在各个码头的附近您都能看到很多小摊位或是渔船

，它们都在做着一件事出售夹着新鲜炸鱼的面包。每个摊位上都堆满了最新鲜鱼块，这种快速烹

炸的鱼块夹在新鲜的面包之中再配上沙拉简直完美了。

开心果果仁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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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如果您喜欢吃甜食，那么开心果果仁蜜饼将让您无法控制自己。这种黏黏的蛋糕无与伦比的滋味

，若您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那可就不是一般人了。您也许不曾知晓要成为一名果仁饼的大厨需

要20年。试想一下，20年的精湛厨艺汇聚成的果仁饼，只为在您口中停留那么短暂的一刻，这是

怎么样的享受。

土耳其面包 

(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土耳其这样一个美食的王国，但也许您不曾注意到，这里美食的根基是面包。普通白面包“ekme

k”、片平面包“pide”、别致的面包“simit”、还有类似馄饨的面包“mant�”。这些各式各样

的精致面包构筑成了土耳其美食的根基。

梅泽

梅泽是前菜的意思，种类繁多，可以是鱼类、肉类，也可以是蔬菜而且可以是冷菜，也可以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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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料理；共同点是都浇上香浓地道的橄榄油或番茄及茄子。

派德 派德是土耳其人吃梅泽、卡八的主食，常见的有像山东大饼一样咬劲十足的派德、切成丁块

呈深褐色的碎派德、烤出炉膨胀得像小山，一撕开就平扁下来的膨派德，还有家庭小吃，犹如小

比萨，但没有乳酪的“起马勒派德”。

沙拉特

土耳其是肉食者的天堂，蔬菜也鲜美，代表性的季节沙拉“萨拉特”，用的都是新鲜的蔬菜，如

红薯、小黄瓜等，再淋上土耳其自产的优质橄榄油，清脆爽口；土耳其的番茄特别好吃，多汁又

软硬适度，吃多少个都不腻，是土耳其的首选疏果。

诺亚布丁

传统甜点诺亚布丁，土耳其菜中一种古老传统的甜品。制作材料超过15种。在宗教节日当中才会

准备，用来招待宾客。有关这个甜品，有一个传说：当诺亚方舟来到土耳其东北处阿拉亚特山(Ar

arat Moun)上的时候，人们觉得应该为此庆祝一下。但是当时船上的供给几乎已经耗尽，他们将仅

存的食物放入布丁就制成了这种甜品。

米布丁

这是一种简单易做的甜品，当和其他食品比如坚果碎粒，新鲜水果等一起食用时更美味。烤制前

，准备1/2

杯的奶，水和米浆的混合液，一个打混的鸡蛋。均匀混合后放入烤箱烤制10分钟至金黄即可。

   

2、特色饮品

狮子奶

在土耳其饮食文化中对葡萄酒和其他酒精饮品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只可以在家中、小酒馆和一

些特殊场合引用。但是唯独对“The anise-flavoured national drink of Turks”（被土耳其人称作狮子

奶）网开一面，这是一种由榨出葡萄汁后的葡萄皮再蒸馏得出的高酒精度饮品，初看像伏特加一

样透明，喝的时候一加水就变浊，还有一点甘甜，易入喉，配合着“谢雷菲”的干杯声，一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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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土耳其的豪气尽在不言中。

伴随着狮子奶还衍生出了一种“MEZE”餐。一套典型的meze菜单包括干和腌制鲭鱼，新鲜的沙

拉，厚厚的酸奶酱，大蒜凉拌蔬菜和橄榄油炒的菜，油炸香脆可口的糕点，蘸着和鱿鱼酱的炸贻

贝，西红柿与黄瓜沙拉和鱼卵酱。这样精致的一餐您怎能错过？

神秘的土耳其咖啡 

(图片由网友 @小小鱼儿 提供)

一杯加了丁香、豆蔻、肉桂的中东咖啡，热饮时满室飘香，难怪阿拉伯人称赞它：麝香一般摄人

心魄了。咖啡在16世纪正式传入土耳其，开始商业化，并且迅速传至欧洲大陆。这种盛行于希腊

、东欧、中东、北非等地的咖啡饮用法，一般人惯称土耳其咖啡或阿拉伯咖啡，至今仍保持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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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宗教仪式化的神秘感。

土耳其茶 

(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土耳其文中叫做�ay，是一种产于黑海东岸温和的气候和肥沃土地上的红茶。土耳其人发明了他

们自己制作和饮用红茶的方法并使之成为了土耳其文化中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走到土耳其哪

里，土耳其红茶都会被当作友谊和好客的象征而呈现给你。

旅人提示：

一般地情况下，在公众茶室，一杯红茶总是搭配两粒方糖，此外有时候会加入一些柠檬作为调配

味道也很独特。

SAHLEP 兰花饮料

Cayirotu和Cemcicegi实际上是由同一种兰花植物的根茎为原料制作而成的。兰花植物一般都有两

个根茎，一个是今年长的，另外一个是未来年新长出来的。这种植物喜欢碱性的土壤。还据说这

种植物的家乡在土耳其。“兰花球茎（Sal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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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奥斯曼时期至今最具传统性的一种饮品，从古至今一直沿用。”

小米发酵饮料

Boza公元9世纪由中亚土耳其人发明的一种古老的饮品，传入高加索，巴尔干之后，被改造成了不

同口味和浓度。例如，有的浓度稀，有的口味酸。在土耳其，历史悠久的Boza饮品是秋冬季街头

巷尾都可以买到的，时间一般从10月到来年的4月。

Ayran阿伊兰酸奶

由水和一定量的盐制成的一种土耳其饮品。土耳其人喜爱它的原因就在于它丰富的营养对健康十

分有利。

   

3、美食地推荐

Develi

Develi是一家地道的土耳其烤肉店，它的前身是开业于1912年的Kurulus。这里的串烤鲜嫩多汁，花

样繁多且物美价廉。此外这里还会跟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变化，比如松露串烤一年只有几周的时间

出售。

地址：Abdi �elebi Mh.， Orgeneral Abdurrahman Nafiz Gürman Caddesi 170， Istanbul

电话：+90-212-529-0833

营业时间：12：00-24：00

交通：乘坐Sirkeci-Halkal� Banliy�在Koca Mustafa Pa�a站下车

Beyti

Beyti是一家风味独特的烤肉店。这家店铺坐落在一个机场附近的富人社区中，虽然路途可能有些

遥远，但是对于无肉不欢的美食爱好者这里定会让您不虚此行。Beyti最为著名的就是羔羊肉串烤

。

地址：�enlikk�y Mh.， Orman Sokak 20， Istanbul

电话：+90-212-663-2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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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二至周日12：00-24：00

交通：乘坐Sirkeci-Halkal� Banliy�在Florya站下车

Konyali Lokantasi

论资历恐怕在伊斯坦布尔没有哪家店能比得上Konyali Lokantasi。这家店创办于1897年的餐厅至今

仍传承着奥斯曼传统宫廷料理的制作方式。橄榄油冷盘、烤小羊肉和牛奶布丁是这里最受欢迎的

三道招牌菜品。

地址：Topkap� Saray�， Cankurtaran Mh.， 34122 Istanbul Province/Istanbul

电话：+90-212-513-9696 �

营业时间：9：30-16：30周二休息

交通：乘坐T1在Gülhane站下车

Asitane

Asitane已经为伊斯坦布尔人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客服务了20余年。一直以来这里始终坚持主打

奥斯曼传统料理，并致力于在这些古老的菜式里不断加入与时俱进的新元素，创作出了传统与潮

流结合的新派土耳其菜系。这里另一个特色便是在味道浓郁的香料中加入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但

中和了香料中浓郁的味道还为菜品添加了独特的甘甜口感。

地址：Kariye Camii Sokak No：6 34240 Edirnekapi

电话：+90-212-6357997

营业时间：11：00-24：00

交通：乘坐T4在Edirnekap�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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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伊斯坦布尔甜美入梦

新城区的豪华酒店，老城区的特色古风酒店，走在潮流前沿的设计酒店，毫不逊色的连锁酒店⋯

⋯透过不同的酒店您就会感受到伊斯坦布尔不愧为文化包容性最强的城市。在这里您可以选择今

日在欧洲过夜，明天在亚洲入梦。

W Hotel Istanbul

这是一家2008年开业的酒店，可谓是伊斯坦布尔酒店中的一颗新星。除了华丽的装潢和一应俱全

的设施外，酒店最大的特色在于坐落在地道的Besiktas-Akaretlert排屋内，被诸多历史建筑围绕其中

。甚至有人在这里的留言簿上写着，住在这里看着绝美的夜色仿佛自己就是当年的苏丹。

地址：Vi�nezade Mh.Süleyman Seba Caddesi 22， 34357 Istanbul， Türkiye

电话：+90-212-381-2121 网址：www.starwoodhotels.com

交通：乘坐Ma�ka-Ta�k��la在Ma�ka站下车

参考房价：标准间315欧元

Yesil Ev 

(图片由网友 @凡尘 提供)

走在伊斯坦布尔的旧城区，比起豪华的酒店Yesil Ev这样的别致小客栈更有风情。在伊斯坦布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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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区内保留着很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古式木制别墅，当年的众多王公贵族就在此生活。如今很

多这样木制别墅已经改作它用，Yesil Ev就是一个成功改造的典范。走进Yesil

Ev，这里仍保存着奥斯曼风情的精美庭院和古老的喷泉，那段古老的岁月仿佛从未离开过这里。

地址：Cankurtaran Mh.， Kabasakal Caddesi 5， Istanbul

电话：+90-212-517-6785

网址： www.yesilev.com.tr

交通：乘坐T1在Sultanahmet站下车

参考房价：单人间135欧元

Galata Ant�que Hotel 

(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Galata Ant�que Hotel是一家幸运的酒店，它在众多的伊斯坦布尔地标的包围下。不论你是喜欢时

尚路线还是钟爱文化古迹都可以在这个酒店启程。酒店身处一栋17世纪的古老建筑中，客房和布

局都十分的复古典雅，但是这里的设施可是一点也不落伍。

地址：Tünel Meydani， 34430 Istanbul

电话：+90-212-245-5944 �

网址：www.galataantiquehotel.com

交通：乘坐Taksim-Tünel Nostaljik在Tünel站下车

参考房价：标准间11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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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a Palas  

(图片由网友 @小小鱼儿 提供)

建于1892年的Pera Palas酒店是伊斯坦布尔最古老的豪华酒店。这是为了当年乘坐“东方快车”的

欧洲贵族们而兴建的。走进酒店古色古香的门窗、墙壁、灯饰、楼梯乃至木质电梯都保留着原始

的风貌。

地址：�atma Mescit Mh.， Tepeba�� �aml�k Sokak 52， 34430 Istanbul

电话：+90-212-222-8090 �

网址：www.perapalace.com

交通：乘坐Taksim-Tünel Nostaljik在Galatasaray站下车

参考房价：标准间200欧元

Alaturka Hotel

若当您轻轻拉开酒店的窗帘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美丽的海景，相信一天的舟车劳顿定会消去大半。

Alaturka Hotel就是这样一家酒店，它的房间宽敞明丽、设施安全舒适，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每一个

房间都能看到海。若您登上酒店的天台，伊斯坦布尔城区的美景也将尽收您的眼底。

地址：Cankurtaran Mh.， Akb�y�k Caddesi 5， 34122 Istanbul

电话：+90-212-458-7900 �

网址：www.hotelalaturka.com

交通：乘坐T1在Sultanahmet站下车

参考房价：标准间6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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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GAN PALACE KEMPINSKI HOTEL 

这是一家被低估了的5星级酒店。它不仅浓缩了伊斯坦布尔的历史还融合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美景

。19世纪的奥斯曼宫殿式园林让您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的感觉。现代化的舒适设施和优质的服务

会让您度过难忘的快乐时光。

地址：Y�ld�z Mh.， ��ra�an Caddesi 32， Istanbul

电话：+90-212-326-4646 �

网址：www.kempinski.com

交通：乘坐Be��kta�-Kadik�y Line在Be��kta�站下

参考房价：340欧元

Tomtom Su�tes 

在繁华的城区中却能独辟天地、闹中取静，Tomtom Su�tes做到了。酒店出于一条封闭的街道中

，在这里不会有机动车驶过的嘈杂，街的对面就是使馆区，更显安全和安宁。值得一提的是酒店

为了给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特设了24小时开放的厨房，全天候供应各种美食。

地址：Tomtom Mh.， Tomtom Kaptan Sokak 18， 34413 Istanbul

电话：+90-212-292-4949

网址：www.tomtomsuites.com

交通：乘坐Taksim-Tünel Nostaljik在Galatasaray下车

参考房价：标准间169欧元

Witt �stanbul Suites 

酒店坐拥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地段之一Cihangir区，这座酒店多次被旅游杂志、网站评选为“世界最

佳酒店”之一。酒店的设计师更是将酒店打造成了当代艺术与城市时尚融为一体的酒店新风范。

地址K�l��ali Pa�a Mh.， Defterdar Yoku�u 26， 34433 Istanbul

电话：+90 212 293 1500 �

网址：www.wittistanbul.com

交通：乘坐T1在Tophane站下

参考房价：179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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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伊斯坦布尔特产及购物

不论您是不是“购物狂”来到伊斯坦布尔都会让您大有收获。曾有人这样形容伊斯坦布尔：“这

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会让人丧失购物理智的城市”不论是地毯、陶器、珠宝、手工艺品或是皮革

爱好者，在伊斯坦布尔都会让您看得眼花缭乱。

   

1、特产

土耳其地毯 

(图片由网友 @活力人生 提供)

著名的土耳其地毯分为很多种类，但共同的特点便是手工精细、图案精美。手工编织地毯是土耳

其最古老的手工艺之一。土耳其地毯的特点是编织的毛线是用手指搓成的，然后用野生植物的根

榨出汁液去染色，用色大胆艳丽，图案构思极富想像力，因此织成的地毯非常有特色。来伊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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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这些著名的地毯怎能错过。

土耳其软糖

Ali Muhiddin Haci Bekir是奥斯曼帝国时期最著名的糖果商。早在1777年的伊斯坦布尔旧城中就有

着一家它的店铺，用煮沸的糖浆调制成一种美味可口的半透明软糖，这也就是让全世界人所熟知

的土耳其软糖。时至今天人们仍可以到两个多世纪前建立的糖果店去购买这种正宗而美味的软糖

。

旅人提示：Ali Muhiddin Haci Bekir总店

地址：Hobyar Emin�nü Mh.， Hamidiye Caddesi 81， Istanbul

电话：+90-212-522-0666

土耳其蓝眼睛

关于土耳其蓝眼睛你会在伊斯坦布尔听到许许多多有关它的传说。有人说它是美杜莎的眼睛，有

人说它是源于吉卜赛的巫术。但无论如何蓝眼睛是土耳其人生活密不可分的元素。他们在重要的

仪式时都会悬挂“蓝眼睛”祈求神灵的庇护，平时也会随身携带它来避邪。

土耳其茶

土耳其人爱喝茶：清早起来喝一杯，休息时喝一杯，中午吃饭喝一杯，晚上聊天喝一杯。时时刻

刻只要是他们兴致来了，土耳其人便会用那个形状特别的小玻璃杯喝一杯色泽美丽的土耳其茶。

买上一包带回家，在某天泡上一杯，当茶香四溢时，伊斯坦布尔的美景也会浮现在您的脑海。

土耳其皮革制品

“意大利的披萨，土耳其的皮革”这个是伊斯坦布尔给自己皮革所打出的口号。这里是欧洲最大

的皮革制品生产地，众多的知名大牌皮具很多都是在这里加工出来的。好好淘一淘大牌皮具很便

宜。

土耳其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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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洋葱小姐 提供)

土耳其菜运用很多香料，香料店更是在店门口排放一桶桶色彩缤纷的香料，煞是好看。虽然我们

大概很难用这些香料入菜，但也有卖小玻璃瓶装的香料礼盒，观赏、纪念价值都不错。

陶瓷器

在奥斯曼时期能工巧匠们应用和模仿瓷砖镶嵌技术，使装饰性陶瓷和陶瓷画的样式发展到了很高

的水平。特别是奥斯曼时期，采用了天蓝色和金黄色的彩釉制作出了精美的陶瓷器。但18世纪，

伊兹尼克的陶瓷生产终止了。不过现在，伊斯坦布尔一些能工巧匠重新模仿制作16世纪的器皿，

以满足人们的怀旧情怀。

海泡石

土耳其海泡石是世界上最名贵和稀有的矿石之一，仅产于埃斯基谢希尔市周围地区，地下100米处

。海泡石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于光合作用，日久会变为黄褐色，更显其收藏价值；二是其抗火烧

，且对烟草有天然过滤作用。因此土耳其的能工巧匠多以海泡石为原料，精雕细琢成国际象棋、

人物雕像和烟斗等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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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玻璃艺术 

土耳其工艺品的精美，璀璨折射出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文明中传统玻璃工艺的精湛和光辉。土耳其

现代的工艺品的样式繁多，这都是从土耳其塞尔柱文明时期发展而来的。奥斯曼帝国占领伊斯坦

布尔以后，将这座城市发展成玻璃工艺的中心。玻璃制品的种类主要有：油气灯，郁金香花瓶，

玫瑰露瓶，杯子，糖罐，厨具，及装饰品。

土耳其传统木制工艺品

史悠久的木制工艺文化在土耳其传统艺术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土耳其人在信仰伊斯兰教以前在中

亚居住，那时候他们认为树木是神圣的，所以将它做成艺术品使用。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古代

木制品的使用主要是一些马具。由于木制品比较难以保存，所以能保存下来的古代木制文物很少

。

   

2、购物场所

大巴扎

大巴扎，这个地方几乎是每个来伊斯坦布尔的人必须“签到”的地方。迷宫一般的大巴扎有数千

家大大小小的商店，一天中无论什么时间段来到这里始终是一番人声鼎沸蒸蒸日上的热闹景象。

地址：Mollafenari Mh.， �uhac� Han Sokak 12， Istanbul 电话：+90-212-519-1248

营业时间：大部分店铺营业时间为8：30-19：00

交通：乘坐T1在beyazit站下车

香料市场

相比大巴扎，被称作“小巴扎”的香料市场一定会让您深深的着迷。它是土耳其最为古老的集市

，也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光顾的地方。市场内汇集了大量出售香料、干果、土耳其茶叶土耳其软

糖等特产的店铺。在这里你会充分感受到伊斯坦布尔人的热情。他们毫不吝惜的邀您品尝各种干

果、软糖，让您吃到尽兴再买，此外他们还会帮您把食物真空包装方便您携带。

地址：Misir Caisisi Emin�n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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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通常店铺8：30-19：30，周日市场不营业

交通：乘坐T1在Emin�nü 站下

独立大道

地处新城区塔克西姆广场旁边的独立大道，是伊斯坦布尔市内最著名、最热闹、最繁华的商业街

区。逛完了大巴扎、小巴扎后来到独立大道，会发现伊斯坦布尔还有如此繁华的一面。别具风情

的酒吧、咖啡店，潮流风头的国际名牌专卖，地道的街头美食，土耳其特产的专卖店。不论您是

来自哪里都会在这里找到亲切感和新鲜感。

地址：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交通：乘坐M2在Taksim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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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伊斯坦布尔交通

   

1、航空

伊斯坦布尔最主要的国际机场就是位于苏丹艾哈迈德区以西23公里的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英文

： Atatürk International Airport，土耳其语： Atatürk Uluslararas� Havaliman�）

地址：Ye�ilk�y Mh.， 34149 Istanbul Province/Istanbul

电话：+90 212-465-3000 �

交通：乘车M1路，在Atatürk Havaliman� 站下车

网站：www.ataturkairport.com

萨比哈�格克琴国际机场

在伊斯坦布尔苏丹艾哈迈德区以东50公里处还有一个稍微小一些的机场萨比哈�格克琴国际机场

。

地址：Sanayi Mh.， 34906 Istanbul Province/Istanbul

电话：+90 216 585 5000

网址：www.sgairport.com

飞往伊斯坦布尔：

去伊斯坦布尔旅行机票是一个不小花费，若想在机票上省下些费用最好提前预定机票。

飞往伊斯坦布尔的直达航班土耳其航空公司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

埃及航空公司、韩亚航空公司可提供转机到达伊斯坦布尔的航班。

土耳其航空公司：

网址http：//www.turkishairlines.com/zh-CN/

电话+90 212-444-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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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网址http：//www.airchina.com.cn/

电话4008-100-999

埃及航空公司：

网址http：//www.egyptair.com/Chinese/Pages/Default.aspx

电话002-02-26964278

韩亚航空公司：

网址http：//cn.flyasiana.com/Global/CN/ch/index

电话400-650-8000

   

2、海轮

在伊斯坦布尔乘坐游轮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短途渡轮费用通常为0.6欧元，长途费用通常为1.2欧元

。主要的轮渡码头位于黄金角(Golden Gorn)入口处的Karak�y轮船码头。

1、轮渡

伊斯坦布尔（Istanbul）——伊兹密尔（Izmir）（5月以后）

伊斯坦布尔（Istanbul）——锡诺普（Sinop）——萨姆松（Samsun）——奥尔杜（Ordu）——吉

雷松（Giresun）——特拉布宗（Tranzon）——里泽（Rize）（6月1日至8月31日）

2、短途班轮

伊斯坦布尔（Istanbul）——耶尼卡皮（Yenikapi）——马尔马拉（Marmara）——艾维萨（Avsa）

（仅在夏季）

伊斯坦布尔（Istanbul）——穆丹亚（Mudanya）

伊斯坦布尔（Istanbul）——班德尔玛（Bandirma）

旅人提示：伊斯坦布尔的轮船主要停靠在Karak�y轮船码头。

地址：Mueyyetzade Mah. Maliye Cad. No.1， Eminonu， Karakoy， �stanbul Turkey

电话：0212-249-5776

网址：www. ido.com.tr

交通：T1路在Karak�y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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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轨道交通

1.火车：

从Aksaray或Sultanahmet可以坐有轨电车去Sirkeci 车站，或者做汽车前往Eminonu。Haydarpasa车站

和Karakoy有轮渡连接，每30分钟一趟，费用为0.6欧元。每小时至少有两趟从Sirkeci(0.6欧元)沿着

老伊斯坦布尔南边的城墙和马尔马拉海的市郊火车。

2.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和地铁都有三条线路。第一条为Eminonu到Aksaray，途径Divan Yolu和Sultangahmet；第

二条为西线，从Sksaray开往机场；第三条线从Taksim开往4Levent，其实还有一条单独的有轨电车

线，从Istiklal Caddesi 开往Taksim。所有的电车票价都是1.4里拉。

3.地铁：

地铁其实就是伊斯坦布尔古老的地下火车，从Karakoy开往Tunel Meydani 和isiklal

Caddesi(费用为1.4里拉运营时间 6：3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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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地铁线路图

   

4、公路交通

1、伊斯坦布尔的公路网：市内公路状况良好，路网遍布市区及周边，把各个旅游景点连接起来。

沿欧亚大陆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两座大桥及刚建成不久的伊斯坦布尔环城大道，可直达伊

斯坦布尔——安卡拉高速公路。E90和E80两条高速公路从欧洲边境通往土耳其。上述高速公路均

按亚洲及中东国际路网标准修建。

2、行驶规则：土耳其的交通遵守右行规则，《土耳其高速公路法规》和欧洲各国的规定相似。城

外的交通行驶很自由。城市中心的时速最多不能超过50公里/小时，

市中心以外的车速限制在90公里/小时。

3、汽油供应：各公路沿线都有加油站。主要公路旁常有带旅馆的加油站，24小时营业。绝大多数

加油站都提供无铅汽油。

                                               67 / 75



�������

伊斯坦布尔攻略
4、汽车维修：在城镇以及主要公路的沿线都有汽车维修站，站内提供各种备用零部件。土耳其的

汽车维修工人都经过专业的培训，能胜任国内外汽车的维修。

5、汽车租赁服务：伊斯坦布尔有一种独特的出租车服务形式。这是一种有固定线路的集体出租车

，可以是小轿车也可以是小面包车，按照行程远近计费。乘客可在固定车站下车，也可随时招呼

下车。市政府对这种出租车制定的价格相对较低。这种出租车主要见于大城市市区与郊区、机场

、及邻近的城镇之间，方便而实惠。

6、长途公共汽车：许多私人公司日夜提供土耳其各城市间的长途汽车服务。汽车从大城市的汽车

站以及小城市的市中心出发。

7、出租车和合租车：土耳其所有的城市都有大量出租车，一般出租车都呈黄色，以便确认。计程

器上的价格是按照行驶里程显示的。

8、市内公共汽车：大部分的路线都需要上车前买票，票价为1.4里拉，你可以在白色的售货亭或

者附近的商店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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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交通图

旅人提示：

1、伊斯坦布尔国际公共汽车站

该汽车站是伊斯坦布尔市最主要的公共汽车站，这里还有国内城际汽车和国际汽车。当地人通常

简称它为“长途汽车站”（otogar）

地址：Alt�ntepsi Mh. Esenler Otogar� Otopark� 34035 Bayrampa�a �stanbul

电话：0212-658-0505

交通：城M1到otogar站下车

2、在线交通查询可登陆这个网址：Metro─www.metroturizm.com.tr 这里提供各种路线，可以事前

订票，服务非常好。此外www.iett.gov.tr为市政府运营的公共汽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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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租车交通查询也可通过：土耳其观光及机动车协会The Turkish Touring and Automobile Club

(Türkiye Turing ve Otomobil Kurumu) 进行查询。

地址：1. Sanayi Sitesi Yani 4.Levent Istanbul

电话：090 (212) 282 81 40(7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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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程推荐

   

1、路线一：经典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作为一座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的古城，这里拥有太多你值得游览的景致。

线路设计：苏丹艾赫迈德广场→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地下水宫→托普卡帕宫→苏莱曼

清真寺→多尔马巴赫切宫→博斯普鲁斯海峡→如梅利堡→锡凯尔火车站

D1：早上来到苏丹艾赫迈德广场，在这里您会感受到曾经拜占庭、奥斯曼时代的帝王式建筑。之

后您便可以广场旁的蓝色清真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拥有六座宣礼塔的清真寺，堪称伊斯坦

布尔建筑中的明星。走出唯美的蓝色清真寺后您可以继续参观对面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不论在艺

术界还是建筑界这座教堂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午饭过后去游览神秘的地下水宫，这里会把您带入

一个梦幻的世界。游走完梦幻的地下水宫后前往托普卡帕宫，参观过这座为奥斯曼帝国服务了近4

00年的宏伟建筑，并了解发生在这里的奇闻佚事。

D2：早上醒来参观苏莱曼清真寺，它象征着奥斯曼帝国曾经的强势与辉煌的历史。之后前往多尔

马巴赫切宫，这里又被称为新宫。它是一座典型的波洛克式建筑，散发着浓郁的欧洲风情。午饭

时间您可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渔船上品尝最鲜美的鱼肉三明治，同时欣赏海湾的无尽美景。

之后前往如梅利堡，欣赏这座“全世界军事建筑物中最美丽的杰作之一”的堡垒。之后前往锡凯

尔火车站，看着这里停靠着的那辆古董火车头，您顿时能感觉到时光倒流，仿佛回到了那个“东

方快车年代”。

   

2、路线二：享乐伊斯坦布尔

横跨亚欧的伊斯坦布尔，汇聚了无尽的亚欧风情，繁华的大巴扎，狂欢的小酒馆，地道的公共浴

室⋯⋯伊斯坦布尔还有什么不让您享乐的理由？

线路设计：独立大道→塔克西姆广场→公共浴室→小酒馆→大巴扎→香料市场→Asit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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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伊斯坦布尔不仅古迹众多，同时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早上起来直奔伊斯坦布尔最

繁华的独立大道来体验这座城市的热情。这条街道是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最为繁华的地方，一直

延伸到塔克西姆广场。在这条步行街上购物的同时还能欣赏到街道两个充满欧洲风气的建筑。午

饭后，沿着这条现代与复古交融的大街一路走到塔克西姆广场，繁华热闹的广场是象征着现代伊

斯坦布尔的心脏，在这里可以最为深刻地感受到伊斯坦布尔的喧闹和热情。傍晚在公共浴室来一

次最为正宗的土耳其浴，让逛了一天的身体得到最大放松。晚饭后返回塔克西姆广场体验一下入

夜后的伊斯坦布尔与白天不一样的风情，之后去家小酒馆在吃饭的同时参与到伊斯坦布尔最热闹

的狂欢之中。

D2：清早醒来不要耽搁太多的时间，因为世界是最大的市内集市大巴扎在等着您。这里的数千家

店铺家家精彩，哪怕什么都不买逛一圈都觉得时间不够。逛完大巴扎吃完午饭直奔香料市场，这

里的规模虽不及大巴扎，但也充满了惊喜。时令果蔬、什么香料、优质干果都在这里。结束了一

天的购物之后前往Asitane品尝一餐最正宗的土耳其美食，结束完美的享乐之旅。

   

3、路线三：清新伊斯坦布尔

如果您曾经来过伊斯坦布尔，那么您可以换一种游玩的方式，体验一下清新的伊斯坦布尔。

线路设计：柯拉教堂→Karak�y→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王子群岛→锡利夫里

D1：清早动身出发至柯拉教堂，品味曾经的亚欧霸主拜占庭帝国留下的精妙绝伦的绝世镶嵌画。

之后在Karak�y码头买上一张船票航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感受“左手欧洲，右手亚洲”的独特体

验。返航后漫步浪漫的滨海大道，当落日的余晖渲染了海岸之时，美景如画，为之倾倒。

D2：前往远离尘世喧嚣没有任何打扰的王子群岛。这里是伊斯坦布尔最富盛名的独家圣地，美丽

的王子群岛、清澈的海水、洁白的沙滩、自由的海鸥⋯⋯天堂一样的享受。

D3：动身前往伊斯坦布尔西部的滨海小镇锡利夫里，体验一天伊斯坦布尔人式的度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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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攻略内涉及到的价格及相应时间仅供参考，以实际费用为准。

2、生活信息：

伊斯坦布尔当地时间：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小时（夏季）

电源：土耳其全国的电压是220伏交流电，所有饭店都装有欧洲电源适配器插口。

自来水：所有城市的自来水经氯消毒，可以饮用。

重量和度量：公制。

外国报纸：各大城市和旅游景区均有出售。

洗手间：Tuvalet—WC、Bay—男、Bayan—女，此外伊斯坦布尔街边的厕所通常是要收费的请准备

好零钱。

医疗：大医院以及外国人在伊斯坦布尔开设的医院都能提供医生进行相应的医疗服务。

3、游览须知：

参观考古遗址和历史遗址时，应穿较舒适的鞋子。夏天最好戴上遮阳帽和太阳镜。参观清真寺时

，妇女应该戴头巾，伊斯坦布尔的大部分景点会为国外游客准备公用的头巾与围裙。

4、伊斯坦布尔常用电话：

火警：110 急救：112 查号台：118 市警察局：153 交警：154 报警：155 宪兵：156 海岸卫队：158

森林火警：177 健康咨询：184

5、国际电话212、216是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内部城市的长途区号（212为欧洲部分区号、216为亚

洲部分区号），土耳其的国际代码为90.在土耳其往中国拨打电话须先拨86再拨城市区号及电话号

码。

6、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 电话：+90-5333949714

网址：http://istanbul.chineseconsulate.org/chn/

邮箱：chinaconsul_ist_tr@mfa.gov.cn

7、退税：

免税商店消费到一定额度(约400里拉.单张收据不含食物与服务费用)，商家会开立退税申请书，到

了机场在航空公司Check In之前持申请书、护照、机票及购买商品及票据到“TAX FREE

SHOPPING”的办公室盖章，然后到机场一层的isBank领钱(约7%)

8、小费：

高档酒店和餐厅通常会付约10%的小费。

9、上网

伊斯坦布尔市内到处分布着网吧。工作人员通常都会说英文，收费约每小时3里拉。通常酒店内都

有付费或免费无线网络可供使用，有时候餐厅也有提供，但是必须自己主动去询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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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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