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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关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富人问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流

浪汉：“这么好的天气，你为什么不出海打鱼？”流浪汉反问他：“打鱼干嘛呢？”富人说：“

打了鱼才能挣钱呀。”流浪汉问：“挣钱干嘛呢？”富人说：“挣来钱你才可以买许多东西。”

流浪汉又问：“买来东西以后干嘛呢？”富人说：“等你应有尽有时，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这

里晒太阳啦！”流浪汉听了，懒洋洋地翻个身，说：“我现在不是已经舒舒服服地躺在这里晒太

阳了吗？”

也许这只是一个笑话，但里约人的态度就是这样：悠闲，懒散，自得其乐。的确，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这样得天独厚的城市，美食、美女、美景，最好的一切就在手边，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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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约热内卢：第七日之城

公元1502年1月，葡萄牙航海探险队首先发现里约热内卢，但他们误认为登岸的Guanabara

Bay湾为河流，所以将这里命名为里约热内卢。 

耶稣山(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巴西有一句谚语：“上帝花了6天的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他创造了里约热内卢。” 花费了上

帝整整1天时间创造的城市当然绝不能只有一种表情，1000多万人口，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

极端贫穷与过度奢华并存，人们不停地抱怨、示威，但街头热情的桑巴舞步却从未停止过。

里约热内卢到处弥漫着声色放浪的空气，充满奢靡的享乐和深不可测的欲望沙滩，它兼有北半球

的浪漫和南半球的热情，让人难以抗拒它的诱惑。它被称为“非凡之城”，雄伟的山川、白色的

沙漠、翠绿的雨林和深蓝的海水、夜色中诱人的桑巴舞曲，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吸引各国的游人，

让爱上这里变得那么容易。

作为巴西的象征之一，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让人难以忘怀，在节日期间，伴随着热情奔放的桑

巴舞曲，舞者扭动腰肢，尽情挥洒；在大型花车的引导下，整条街道都被卷入狂欢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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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里约，跳起热情的桑巴，拥抱浪漫的海岸，生活就是如此的激情四射！ 

里约热内卢位置图

最佳旅游时间

春秋季是巴西最好的旅游时间。巴西位于南半球，其冬夏与北半球相反，每年12月底到3月底为夏

季，6月底到9月底为冬季。当地夏季是旅游旺季，里约热内卢狂欢节就在2月中下旬举办。如果想

避开人潮和摄氏37度以上高温的话，4到10月是比较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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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签证

持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进入巴西，需在巴西驻华使馆或驻上海总领馆申请签证。

申请签证时需提交有效护照、填妥的申请表格、照片、往返机票、邀请函原件等材料。旅行前请

注意审核签。

旅游签证发放对象：前往巴西旅游、观光人员。持旅游签证者不得移民或在巴西从事有偿活动。

旅游签证可以是多次入境，但总停留天数不得超过90天。旅游签证的停留期可延期90天，但12个

月内总停留天数不得超过180天。旅游签证不能转为居留签证。

1）巴西旅游签证（北京领区）签证

签证类型：巴西旅游签证（北京领区）签证

有效期：90天

工作日：约8个

签证费用：1000/人  

签证资料：

1>有效护照正本（必须有出国记录），且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

2>两寸彩色照片2张

3>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公司在职证明公证书（中英文）（当地的在职公证，请一定严格按以下内容开具）

5>个人资料表（我方提供）

6>银行开具的6万元以上的存款证明原件

7>旅游邀请函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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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需收取适当保证金，以便回国后提供护照原件给使馆进行销签，销签后立即全部退还

公司在职证明

兹证明申请人xxx先生/女士，是我公司职员，从xxxx年x月起在我xxx公司工作，申请人的现任职务

是xxxx，我公司同意申请人x月和x月赴巴西旅游，为期xx天，保证其本人在巴西期间遵守当地法

律，按期归国，并在结束旅行回国后，继续在我公司原职位任职，申请人在公司的月工资是人民

币xxxx元。其住房已由我公司分配。

2）巴西旅游签证（上海领区） 

签证类型：巴西旅游签证（上海领区）

有效期：90天

签证费用：1000/人

签证资料：

1>有效护照正本（必须有出国记录），且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

2>白底照片2张（尺寸为5cm×7cm; 照片上面需带有拍照日期）

3>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公司在职证明（英文）（具体内容见北京领区的在职证明内容）

5>个人资料表（我方提供）

6>银行开具的6万元以上的存款证明原件

7>身份证和全家户口本的复印件

8>最近三个月个人所得税的税单复印件

9>房产证复印件

10>个人图章

11>旅游邀请函原件

12>需收取适当保证金，以便回国后提供护照原件给使馆进行销签，销签后立即全部退还

旅人提示：

1）出/入境单

进入巴西境内之前须填写入境单，一式两联，白色一联留入境处，绿色一联须妥善保存，待离境

时交海关，如丢失将被罚款。

2）携带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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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巴境内可携带的物品：

旅客入巴海关时可免税携带个人随身物品、报刊杂志和总额不超过500美元的其它物品，超过部分

需缴纳50%的进口税。个人携带现金或旅行支票折合不得超过1万巴币（约3000美元）。

禁止入境的物品：1>巴西生产的专门用于国外销售的烟酒；2>麻醉品或毒品；3>逃避检查的隐藏

物品。

须申报的物品：

1>超过免税额须缴纳进口税的物品；2>折合超过1万巴币的现金或旅行支票；3>动物、植物、种

子、食品、药品、武器、子弹须在征得有关部门许可后方可带入；4>折合超过3千巴币须在巴短

期停留的物品；5）欲在巴境内使用的手提电脑。

   

2、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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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货币

巴西货币称为“雷亚尔”。目前流通的货币面额有1、2、5、10、20、50、和100雷亚尔。硬币面

值有10分、20分、50分、1元、5元和10元共6种。巴西各大报每日均会列出美元与巴西币的最新汇

率。

   

3、手机使用

手机通行GSM和CDMA制式，国内GSM手机更换成当地SIM卡后也能使用。当地电压通用110伏，

部分饭店为220伏，电源插座大多为两项，建议携带转换插头。

   

4、着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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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气候炎热，一般穿短袖衬衫即可。7-8月最冷，可穿长袖或加一件外套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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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约热内卢最棒体验

   

1、里约热内卢狂欢节 沉浸在狂欢的海洋

(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巴西狂欢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奔放的狂欢节，在巴西各地的狂欢节中，最负盛名的是里约

热内卢狂欢节，它是世界上最著名、最令人神往的盛会。狂欢节期间全城人倾城而出，不分肤色

种族、贫富贵贱，潮水般涌上街头，男女老少个个浓妆艳抹，狂歌劲舞，尽情宣泄。盛大的桑巴

游行是狂欢节的高潮，大型彩车簇拥着“国王”和“王后”领先开路，身材喷火的拉丁女郎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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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基尼或上身全裸，与男舞者大跳热情奔放的桑巴，把气氛带动到最高点。身为游客的你也会被

这样激情四射的气氛所感染，情不自禁地加入到狂欢的人群当中。整个城市的一切都会沉浸在狂

欢的海洋之中。

旅人提示：

举办时间：2月中下旬

在狂欢节期间，不论是交通还是住宿都不是十分方便，由于世界各国游客蜂拥而至，整个里约热

内卢的接待能力都处于一种超负荷的状态，所以一定提前做好各项准备。

   

2、阳光、美女、海滩 在这里邂逅全世界

(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里约热内卢以热情奔放著称，正值盛夏的里约热内卢更是阳光灿烂。从空中俯瞰，大大小小无数

金黄色的沙滩仿佛一颗颗珍珠，铺满了里约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这些海滩集中了巴西人对享乐的

一切幻想。在这炫彩的海滩上，不同种族肤色的人们汇聚在此，身着亮丽比基尼的美女更是比比

皆是。这里的着装规则是少，反之则会让人投以异样的目光。所以当你置身于这湛蓝的天、柔软

的沙、宽广的海之中时，不必羞涩，大胆展示你的身材，尽情享受这惬意的美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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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耶稣山上俯瞰整个城市美景

(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耶稣山是里约热内卢也是巴西的标志之一，耶稣山也称驼背山，山下有茂密的森林，郁郁葱葱，

景色秀丽，因为山顶上的巨大耶稣像而闻名。耶稣像耗时5年才完成，重量在1000吨以上，屹立在

耶稣山的擎天柱石上。从城市的每个角落远远望去，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耶稣像的身影。登上709米

的耶稣山，走过通向耶稣像的200多级阶梯，站在高大的耶稣像旁，里约热内卢整个城市的美景便

可尽收眼底。

   

4、在万人足球场看一场足球 感受其精彩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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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即使是再不懂得足球的人，也不会不知道巴西足球的重要地位吧！像罗纳尔多、卡卡、罗纳尔迪

尼奥等这些世界级的足球运动员都是来自于巴西。观看足球比赛也是里约市民的最大娱乐生活之

一。马拉卡南体育场是为迎接第4界世界杯在巴西召开而建的，目前可以容纳10万观众观看比赛。

为自己空出一段时间，在足球王国看一场技艺精湛的足球比赛吧！

旅人提示：

马拉卡南体育场

1）观看比赛

观众席分3个区域，普通座位分上下两层，门票分别为10雷亚尔和15雷亚尔

比赛一般安排在周三21：50以及周六、日16：50或17：00

观看比赛尽量避免穿着两支球队队伍类似的衣服，以免卷入球迷纷争。

2）平日参观

参观门票：3雷亚尔

参观时间：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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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时间：周六、日、节假日和比赛日。

交通：地铁马拉卡南站下车。

   

5、巴西烤肉 大快朵颐之享受

烤肉

看着在长度约60厘米的铁钎子上穿插着各种经过厨师精细腌制烧烤的烤肉，会让你有一种迫不及

待品尝的心情。巴西烤肉腌制时用红酒、番西（一种调料）、红油、粗盐（海盐）腌制，过一个

晚上，肉才能彻底除腥进味，配以厨师的精湛厨艺，烤肉外焦里嫩，唇齿留香，绝对可以让你大

快朵颐。

   

6、看一场炫丽热辣的桑巴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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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巴西，“桑巴舞”绝对是首先跃入人们脑海的巴西印象词之一。桑巴舞被称为巴西的“国舞

”，无论男女老少、时间地点，只要激越的音乐响起，人们就会伴着音乐舞动起来。所以在来到

里约热内卢足球、烤肉、桑巴舞一个都不能错过。 

(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旅人提示：

大舞台（Plataforma1）

这里每天上演巴西狂欢节的舞蹈秀场。客人可以一次观赏十多种舞蹈。装扮华丽的舞者的

精彩表演，吸引着客人目不转睛。

电话：2274-4022

地址：Rua Ada lberto Ferreira,32,Leb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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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套票100雷亚尔左右

营业时间：21：00-23：30

   

7、搭乘老式百年有轨电车 体验浪漫怀旧情怀

(图片由网友 @惬意尛时光 提供)

里约热内卢市里有独具特色的具有114年历史的老式有轨电车，它连接市中心圣特雷莎及周边几个

地区。乘坐有轨电车，穿越风景秀丽的城区，仰望圆鼓鼓的面包山和蜿蜒海岸线，老式的车头仿

佛带着你穿越了时空，那一份浪漫的怀旧情怀也攀着心房繁茂生长。

旅人提示：

车票每张仅0.6雷亚尔（约合2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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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约热内卢景点

   

1、耶稣山

(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耶稣山（Corcovado Mountain）也叫驼背山，位于里约热内卢最著名的海滩科帕卡巴纳海滩附近

，山上树木繁茂、花草间杂，生机盎然的热带气氛浓烈逼人。在湿润的云雾天气中，耶稣山间薄

纱缭绕、盘旋而上，朦胧间水声淙淙、飞瀑哗然，神秘之感顿生。是观光里约热内卢的最理想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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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山上有一巨型耶稣像，是为纪念巴西独立100周年而建。雕像总高38米，头部长近4米，钉在

受难十字架上的两手伸展宽度达28米。整座雕像用钢筋混凝土堆砌雕塑而成，重量在1000吨以上

，屹立在耶稣山的擎天柱石上。从城市的每个角落远远望去，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耶稣受难的身影

。耶稣像的基座同时也是一座能够容纳150人的天主教堂。

旅人提示：

在平日里如果一早就赶到耶稣山，游客较少，可以悠然自得地独享美景。由于耶稣像是朝东而建

，上午拍照的话不会逆光。一天之中最美的景色应该是在夕阳西下时，此时点点灯光照射下的耶

稣像在黑暗中浮现出来，而脚下的城市宛如洒满的繁星，呈现出梦幻般景色。

门票：5雷亚尔

开放时间：8：00-22：00

交通：

登山电车：运营时间8：30-18：30，每20分钟一趟，往返25雷亚尔。

公交：海滨地区乘坐108、422、497路巴士；滨海地区乘坐583、584路巴士

出租车：海滨地区10雷亚尔左右

   

2、面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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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位于瓜纳巴拉湾（Guanabara Bay）南口，由于这座山从远处看去很像面包，因而得名面包山。乘

电缆车登上海拔395米的山顶，举目远眺，美丽的里约热内卢城尽收眼底；瓜纳巴拉湾波光粼粼，

白帆点点；湾畔绵延的海滩上银沙耀目，游人如蚁，太阳伞如朵朵鲜花盛开；宽阔的海滨大道一

直伸向看不见的尽头，来往汽车穿梭不绝 ，面海而立的现代化楼群密密麻麻⋯⋯

登山电车：运营时间8：00-22：00，每30分钟一趟，往返30雷亚尔。

公交：中心区、弗拉门戈地区乘坐107路巴士、滨海地区乘坐511、512路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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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坎得拉里亚教堂

(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贯穿城市南北里约布兰科大街与瓦格斯总统大道的交叉点前面，坐落着1811年竣工的坎得拉里亚

教堂。教堂是仿照罗马的圣佩斯特罗教堂的造型，于1630年破土动工，是里约热内卢州建造最早

的教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内部的装潢及装饰在天花板上的绘画作品，堪称教堂的压卷之作。夜

晚华灯闪烁，街边所有的建筑物都被夜色掩没成背景，只有这座教堂在视野里凸显出来。

开放时间：周一至五8：00-16：00；周六、日9：00-13：00

地址：巴西里约热内卢（Praca Pio X，Centro）

   

4、天梯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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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也称里约热内卢大教堂，始建于1964年，1976年落成使用，是一处钢筋水泥结构的现代化建筑。

教堂呈圆锥形，高75米，底径106米，整个框架结构由规则的方框构成，好像天梯，所以又称做天

梯型大教堂，可容纳2万人。教堂气势恢弘，高大气派。教堂正门前，是教皇保罗二世的铜质塑像

，左侧是和教堂高度相当的钟楼，钟楼上方是十字架。建筑群庄严肃穆，立于城市中心，奇特的

造型，在现代化的楼群之中显得鹤立鸡群。教堂周围，花木葱茏，环境优雅，绿地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小巧别致，给人以美的感觉。

进入教堂，更能够感到教堂的恢弘。抬头仰望，教堂顶端是玻璃的巨大的十字架造型，阳光透过

十字架照射进来，使得大厅光线明亮、柔和。十字架的四端连接着花玻璃窗一直垂到地面。

开放时间：7：00-19：00

地址：巴西里约热内卢（Rua Carlos Sampaio, 251 - Centro, Rio de Janeiro）

地铁：里奥克站、希内兰迪亚站步行7-8分钟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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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蒂拉登斯特宫殿

宫殿与11月15日广场交道相望，位于街道南侧，入口处石柱高耸，典型的葡式建筑风格。这个地

方对于巴西议会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具有里程碑般的见证意义。1826年随着帝国综合立法议

会的组建，曾经作为旧监狱的这里成了国民议会下议院的常驻地点，从那时起到1975年里约热内

卢州立法议会的设置，这座宫殿见证了无数议会的历史。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10：00-17：00

地址：巴西里约热内卢（Av.Presidente Antonio Carlos，Centro）

   

6、国家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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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平民路线 提供)

于1922年设立，是巴西国内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拥有逾287.000件馆藏，其中包括拉美最丰富的

钱币奖章收藏。博物馆还设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馆藏书籍可分为5.7万项，而且很多书籍的历史

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十五世纪，另外还有5万份文件和图片等。

对于那些想了解拉丁美洲和巴西历史的朋友，国家历史博物馆是不容错过的。

门票：5雷亚尔

开放时间：周二至五10：00-17：30；周六、日、节假日14：00-18：00

地址：巴西里约热内卢（Pra�a Marechal �ncora , Centro - Rio de Janeiro）

地铁：希内兰迪亚站步行15分钟可到。

   

7、市立剧场 

(图片由网友 @西厢醉看红颜 提供)

它被视为里约热内卢城市商业区最美的建筑之一。像圣保罗市立剧院一样，此建筑以折衷风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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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灵感来自于查尔斯�加尼叶设计的巴黎歌剧院。此剧院大约有1,700个座位，分布于四层。

外墙上刻着巴西与国际文化中重要人物的名字。这座剧院坐落于国家图书馆和国家美术馆附近，

俯瞰宽敞的西尼兰地亚广场。

门票：内部参观4雷亚尔

开放时间：10:00-17:00

地址：巴西里约热内卢

地铁：卡里奥站步行5分钟到。

休息时间：周六、日、节日休息。

   

8、植物园

(图片由网友 @西厢醉看红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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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座城市最美且保护最完好的绿色区域之一，这座植物园可以称得上是巴西植物园区的典范。

在园区140公顷的面积上，生活着近万种植物。植物园室外展示区，有7000种热带植物，木本的就

有5500种。其中许多树龄超过100岁。很多大树不但高大壮观，而且树干从下到上密密层层附生着

苔藓、蕨类、凤梨和仙人掌科植物，这在其他植物园中很难见到。目前它被巴西政府确认为巴西

自然历史与艺术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生命博物馆”。而且还是世界公认的“世界十

大植物园”之一。

门票：4雷亚尔

开放时间：8：00-17：00

地址：巴西里约热内卢（Rua Jardim Batanico，920e 1008）

交通：中心地区乘104路巴士；滨海地区乘558、572、573、574、583路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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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里约热内卢海滨

   

1、博塔福古海滨  

(图片由网友 @西厢醉看红颜 提供)

  瓜纳巴拉海湾侵入陆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海湾，沿岸一带就是博塔福古海滨，这里海面风平

浪静，非常适合用作游艇码头。背后的面包山衬托出这里独特的景观。而外地游客很少来此地游

览。一到周末，这里云集了大量的当地人，或是晒晒太阳，或是海边嬉戏，充分享受平民式的休

闲乐趣。

交通：中心区乘坐107路巴士可以到。

                                               29 / 6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423&do=album&picid=25485


�������

里约热内卢攻略
   

2、韦尔梅利亚海滨  

(图片由网友 @西厢醉看红颜 提供)

位于乌尔卡海岸里侧、面包山缆车起点附近的一片小小沙滩。北侧被面包山和乌尔卡山包围，南

侧被巴比洛尼亚山和乌尔布山环绕，山岩赤裸裸地暴露在前面，独特的风景给人留下非同凡响的

深刻印象。

交通：中心区乘坐107路巴士可以到。

   

3、科帕卡巴纳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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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西厢醉看红颜 提供)

这里是世界上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沿海的大西洋大道对面酒店、高层公寓林立。很多建筑物的

一层都开设餐厅，在人行道边摆设着露天餐桌。海岸线以优美的弧度一直延伸下去。

海滨一带总是云集着大量游客，享受日光浴和海上浴，也有人喜欢沙滩排球或者迷你足球。身穿

着彩色比基尼的美女们昂首阔步，仿佛到处都流淌着桑巴的旋律。

交通：

中心区搭乘119、121路巴士。但是，这些巴士并不直接通到海岸线一带，终点设在诺萨埃努拉约

科帕卡巴纳大街。

被称为弗莱斯孔的机场巴士直抵海岸线。中途不设站点，随处可以下车。

地铁阿尔科贝约站Arcoverde步行5分钟可以到。

旅人提示：

在科帕卡巴纳海滨南端有一家面向游人的自行车店，单车租价每小时5雷亚尔左右。骑上单车即使

到郊外的圣康哈德海滨都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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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海滨有很多大路上看不到的死角，清晨和夜间容易发生抢劫事件。所以人迹罕至的地方尽

量不要单独前往。

   

4、伊帕内玛海滨 

(图片由网友 @西厢醉看红颜 提供)

伊帕内玛海滨是博萨诺瓦舞的热门曲目《伊帕内玛的姑娘》的背景舞台，从20世界60年代开始，

这里作为高档住宅街区而逐渐繁荣起来。比起科帕卡巴纳，这里更加整洁，营造出一种精心设计

的时尚气氛。

一到周末，海滩上人声鼎沸，成为步行者的天堂，沿岸大街上，有人骑自行车飞驰而过，有人穿

着滚轴旱冰鞋在人群中穿梭，有人漫步，有人遛狗，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交通：中心区搭乘172路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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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康哈德海滨 

这里建造了很多大型酒店，辽阔的海滩和洁净的海水，头顶七彩霓虹闪烁，度假气氛十足，全然

不见餐厅、商店礼品屋的踪影，空气中流淌着懒洋洋的休闲气息。如果想逃避科帕卡巴纳周围的

繁杂，不妨来这里充分休息一下。

   

6、阿尔博阿多尔

阿尔博阿多尔海滩是埃朋尼玛海滩上端的一片由细沙和岩石构成的小块区域。在这片海滩上壮观

的岩石是该海滩比较特别的景致。这片海滩是冲浪爱好者的最爱。游客来到这片海滩可以看到很

多冲浪爱好者在惊涛骇浪之中优雅地玩着冲浪板，对于不会冲浪的朋友来说，看到此种情景都会

产生也去试试的想法。 

(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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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晴朗的日子里，阿尔博阿多尔海滩还有一个独特的景观那就是在这里欣赏日出日落。

这个海滩上有步行步道，在清晨或是日落时分，牵着自己心爱人的手，伴随着淡淡的太阳余辉在

此漫步，这是多么浪漫且令人心动的场景啊！所以说，阿尔博阿多尔海滩也是一个受情侣中意的

海滩。

旅人提示：

海滨周边的出租公寓或旅馆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属于高消费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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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约热内卢交通

   

1、航班

里约热内卢主要有两个机场，一个是主要的国际航班起飞降落统称为加里奥国际机场的Aeroport

Internacional do Rio de Janeiro，一个是国内线路专用的桑托斯�杜蒙特机场Aeroport Santos

Dumont。

旅人提示： 

机场内设有观光导游处“里约之旅Riotur”。设在机场总站对面，有英文接待游人。可以根据游

客的预算免费介绍旅馆，并且有市内观光游览的相应介绍。此外，这里发行的市内地图也相当的

有用。

1）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车身印有醒目的“REAL”字样，走出大厅立刻可以看到巴士站。去往桑托斯�杜蒙特机

场搭乘S.Dumont方向，去往科帕卡巴纳和伊帕内玛等海滨地区则搭乘S.Conrado方向的巴士。

机场巴士主要线路

1>加里奥国际机场——阿尔布拉达（巴哈地区）

运营时间：5：30-23：00，每隔40分钟一班

票价：6雷亚尔（大型巴士）

2>加里奥国际机场——桑托斯�杜蒙特机场

运营时间：5：30-20：50，每隔30分钟一班

票价：4雷亚尔（中型巴士）

3>长途巴士总站——米纳尔——莱布隆（途经科帕卡巴纳）

运营时间：6：00-21：00，每隔30分钟一班

票价：6雷亚尔（大型巴士）

4>卡斯特罗——弗拉门古——莱布隆（途经科帕卡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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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时间：6：00-21：00，每隔30分钟一班

票价：6雷亚尔（大型巴士）

旅人提示：

上车前必须要确认目的地，所有线路的巴士均途经长途巴士总站和桑托斯�杜蒙特机场前往目的

地。抵达桑托斯�杜蒙特机场大概需要40分钟，抵达伊帕内玛大概需要1个小时。

如果是去知名的酒店，可以酒店门口下车。如是比较偏僻的旅馆，司机会在最近的地方停车。所

以在乘车前一定要把旅馆名称和目的地告知司乘人员。

车费在发车后车内收取。

2）出租车

出租车大多停在机场大厦的出口附近。搭乘出租到市内大概需要30-40分钟左右。

加里奥国际机场去往各地的出租车费用

中心区：41雷亚尔左右

弗拉门古：47雷亚尔左右

科帕卡巴纳：56雷亚尔左右

伊帕内玛：56雷亚尔左右

长途巴士总站：38雷亚尔左右

旅人提示：

除了机场专用大型豪华出租车以外，很多出租车都不使用里程表计价，所以务必在上路前确认车

费。

3）机场专用大型豪华出租车

在机场大厅设有服务台，可以在那里购票乘车，票价大概是出租车的一半。

   

2、长途巴士

长途巴士总站Rodoviaria Novo Rio位于桑托斯�杜蒙特机场北侧大约20分钟车程的地方。

旅人提示：

长途巴士总站始发的机场巴士（弗莱斯孔）

巴士在6：00-21：00之间运营，每隔30分钟发车一趟。车辆从长途巴士总站始发途经科帕卡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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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莱布隆为起点开往市内各地。巴士为中型车，车辆票价为4雷亚尔。

   

3、市内交通

1）当地巴士

巴士站点比较难找，实际上停留点都没有明显的标志。如果看到路边有行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而

且行人朝着与行进方向相反的方向张望的话，就应该是巴士站了。

票价：一般1.4-3.6雷亚尔左右

2）出租车

起价2.7雷亚尔，之后随里程的增加计价。深夜（21：30-6：00）、节假日和周末里程增长加（20%

）。

旅人提示：

一般出租车会按里程计费。如果没有按里程计费的话，可以要求司机打开里程表。如果不打开里

程表，司机可能在下车是漫天要价，所以最好事先谈好价格或者干脆下车。

里程表除了显示车费还会显示“1”或者“2”。“1”表示普通里程累加；“2”表示深夜、节假

日相应比例的累加方法。有些司机平日也会按“2”累加里程，所以乘车时指着里程表问他“都依

斯（为什么是2）？”，提醒他改成“1”方式计费。

3）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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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分为从希凯拉坎波斯Sigueira Campos 开往萨恩斯佩尼亚Saens

Pena的1号线Linha1和从埃斯塔希奥Estacio开往帕乌纳Pavuna的2号线Linha2两条线路。

地铁运营时间及票价

运营时间：6：00-23：00

休息时间：1号线无休息时间；2号线周日休息时间

费用：全线统一1.88雷亚尔；10次票价18.8雷亚尔

4）轮渡

里约有很多轮渡，隶属于BarcasSA(电话.021/2533-7524)，从Pra�aXV市区出发穿过海湾。费用R$2/

US85�。如果坐快艇的话，费用R$4(US$1.65)。不过时间可以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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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约热内卢餐饮

   

1、美食

巴西人大多口味较重，喜欢放辣椒，当地的招牌菜叫feijoada,包括米饭、切得细碎的甘蓝、奶油树

薯粉和切片的柳橙。

巴西人所吃食物中肉类所占的比例较大。烤牛肉是巴西上层宴客的一道菜，也是民间最受欢迎的

一道菜。

巴西的菜肴主食是米、黑豆和树薯粉，搭配牛、鸡或鱼肉。他们最爱吃的菜肴是“烩费让”，“

费让”意即杂豆。它是用黑豆、红豆等杂豆，加上猪肉香肠、烟熏肉、甘蓝菜、桔子片，用砂锅

烹煮而成。

腓乔亚达（Feijo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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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乔亚达可谓是是巴西的“国菜”，它通常在周末时才食用。他们说，吃完这道菜后就没法再

回去上班了。

把黑豆和猪耳、猪脚等等一起放在锅里炖制而成。这原本是黑奴带进的黑人菜肴，一般配以米饭

食用。

巴西烤全牲

巴西烤全牲（巴西烤全牲Churraso）是一道巴西的大众消遣菜肴。从巴西牛仔那儿得到了灵感，

巴西烤全牲是在一堆旺火上烤大块大块的肉和鱼。

巴西烤全牲通常和一种辛辣的沙司一起食用。里约热内卢的餐厅则更进一步。伴着鼓乐，侍者将

一大块滋滋冒油的烤肉送到客人桌旁，客人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部分，侍者再将其割下放到客人

的餐盘中。

Vat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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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鲜虾、虾米、鲜鱼、花生、椰奶、dende油、佐料和面包熬成的浓汤。

moqu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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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鲜鱼、鲜虾、螃蟹或什锦海鲜加dende油、椰奶酱熬煮而成。

xinxim de galnha

鸡丁加dende油、虾米和花生快炒而成。

caruru

鲜虾加秋葵荚与dende油拌抄而成。

bobo de Camarao

作料是树薯泥、鲜虾、dende油和椰奶。

acara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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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薄饼，用dende油炸过的花生加入Vatapa、虾米和红辣而成。

果汁

巴西盛产热带水果，有些是根本没见过的。在街上就可以买到各式果汁，新鲜纯果汁喝来真是消

暑解渴。巴西人常在果汁里加上牛奶，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2、特色水果

热带丛林中的亚马逊流域，是一座天然的水果宝库。随便到哪个市场看看，都是我们见都没有见

过的新奇水果。价格也不是很贵，不妨挑战一下自己的肠胃。

可可豆

包裹在种子外面的白色果肉味道极美，甘甜爽口微酸。它的种子就是自作巧克力的原料。

绛卜

也被称为亚马逊苹果。但是比我常见的苹果要小很多，一粒粒结在枝头。小小的果实有些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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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苹果的味道相似。

西瓜

外形跟我们常见的西瓜差异很大，酷似冬瓜，个头也要大很多。一般旅馆的早餐都会提供。

库普亚斯

外形酷似椰子，子儿是制作白巧克力的原料。果肉为纯白色，口感糯软，带有一种类似菠萝的酸

味儿。

   

3、餐厅

老城区

1）马拉加餐厅

餐厅设在瓜纳巴拉宫殿酒店的二层，可以零点用餐，但最值得推荐的还是午餐时间的自助用餐，

店中央的柜台里成列者从餐前小吃到沙拉、鱼肉大餐、豆类菜品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菜肴。自

助餐在25雷亚尔左右。

电话：2232-0333

地址：Av.Presidente Vargas，392，Centro

营业时间：6：00-10：00、12：00-15：30、18：30-23：30

2）玛浓咖啡

欧洲风情建筑内的一间别致咖啡餐厅。环境档次看起来很高，如果只点三明治之类的话，一般10

雷亚尔左右就足可以饱餐一顿了。菜量充足，这里的甜品推荐一定要品尝一下。

电话：2221-0245

地址：Rua do Ouvidor,187,Centro

营业时间：8：00-20：00

休息时间：周六、日、节假日

科帕卡巴纳地区

1）马布斯餐厅

位于大西洋大街一侧，宽敞明亮。店内主要经营选用新鲜的海虾、乌贼、鱼、肉精心烹制而成的

国际化菜肴（大概在15-40雷亚尔左右），其中皮卡尼亚休拉斯科和腓莱米尼昂最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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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542-9296

地址：Av.Atlantica,1140,Copacabana

营业时间：11：00-午前3：00

2）绍普联盟

每逢周末的夜晚，这里几乎成为休闲娱乐首选的巴西版酒吧。餐厅设在大西洋大街旁的一片空地

上。大受欢迎的理由是实惠、有趣。生啤1.6雷亚尔左右，两人份比萨12.9雷亚尔左右，种类丰富

。在伊帕内玛海滨和莱米海滨一带还设有10间分店。

电话：2523-4644

地址：Av.Atlantica,3806,Copacabana

营业时间：11：00-次日凌晨3：00

3）利德餐馆

这是非常受当地人喜爱的餐厅，四壁选用镜面装饰，充满时尚感，自助餐16.9雷亚尔左右。肉类

菜品以深受欢迎的皮卡尼亚为代表，有20几种，沙拉、甜点也相当丰富。

电话：2542-2148

地址：Rua.ronald de Carvalho,55,Copacabana

营业时间：11：30-24：00

伊帕内玛地区

1）耶漫加

这是一间开设在奥佐里欧广场附近的巴西风味餐馆。推荐品尝巴西代表菜希姆凯卡，用椰子油和

花生奶调味的龙虾姆凯卡双人份的价格为49.5雷亚尔左右。店内有英文菜单。

电话：2247-7004

地址：Rua Visconde de Piraja,128-A,lpanema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18：00-24：00，周五、六12：00-24：00，周日12：00-22：00

2）黛丽瑞奥热带鱼

这是一间自助式咖啡餐厅，以意大利为主的各式菜肴非常丰富。点菜后，服务员会乘上满满的一

大盘端上桌。大的盘子可以装3-4种菜品，价格在10-15雷亚尔左右。

电话：3201-2977

地址：Rua Garcia D’Avila，48，lpa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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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8：00-22：00

3）梅蒂泰哈内奥内尔斯

这间店的所有食品都是选用自家渔船当天出海捕捞回来的海味。专营鱼、龙虾、乌贼、木

尔贝等精心烹制的独特美味。鱼类和贝类的拼盘大概48雷亚尔左右。

电话：2259-4121

地址：Rua Prudent de Morais,1810,lpanema

营业时间：12：00-次日凌晨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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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里约热内卢住宿

里约热内卢拥有数不清的旅馆，中心区以及科帕卡巴纳等海滨地区既有各种面向游客的高档度假

酒店，也有方便长期滞留者的经济实惠的小旅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1、中心区老城区

瓜纳巴拉宫殿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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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在中心区大教堂旁边，木纹装修的大堂里，高悬着年代悠久的枝形吊灯。大厅酒吧和二层餐厅

充满着怀旧气息。房间简洁大方设备完备。

电话：2216-1313

传真：2516-1582

地址：Av.Presidente Vargas，392，Centro

E-mail：guanabara@windsorhoteis.com.br

费用：151-166雷亚尔左右

   

2、科帕卡巴纳海滨

1）科帕卡巴纳皇宫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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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间名牌老店，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和已故的戴安娜王妃都曾投宿在此处。酒店靠近莱米海

滨。餐厅设在游泳池畔，可以优雅的享用美食

电话：2548-7070

传真：2235-7330

地址：Av.Atlantica，1702，Copacabana

网址：http://www.copacabanapalace.com.br

费用：305雷亚尔左右

2）马丽奥特酒店

位于科帕卡巴纳海滨，从底层到顶层的开放式的崭新造型，设有3间餐厅，还设有康体中心等。

电话：2545-6500

传真：2545-6555

地址：Av.Atlantica,2600,Copaca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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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marriott.com

费用：184雷亚尔左右

3）班黛兰特斯

这是一家中型酒店，建在中心区通往伊帕内玛方向的公交车道的一侧，面朝街道而建。步行五分

钟就可以海边，旁边有超级市场和很多平民化的酒吧。房间也出人意料的安静。

电话：2548-6252

传真：2547-6703

地址：Rua Barata Rilbeiro,548,Copacabana

网址：http://www.hotelbandeirantes.com.br

E-mail：reservas@hotelbandeirantes.com.br

费用：156-195雷亚尔左右

   

3、伊帕内玛

1）伊帕内玛索尔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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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虽然不算十分的宽敞，但是环境也是十分舒适。空调、电话、电视等设备齐全。朝向海面的

一侧远眺风光相当不错。有些房间不是面向大海的，预约、登记时要确认清楚。附带自助早餐。

电话：2525-2020

传真：2247-8484

地址：Av.Vieira Souto,320,Ipanema

网址：http://www.solipanema.com.br

E-mail：hotel@solipanema.com.br

费用：120-130雷亚尔左右

2）伊帕内玛小酒馆

只有50个房间的小旅馆，外观好像不起眼的乡间别墅。房间配有电话、冰箱、空调等。距离海滨

浴场很近，相对地理位置来说价格相当实惠。

电话：2523-6092

传真：2511-5094

地址：Rua Maria Quiteria,27,Ipanema

E-mail：arpoador@unisys.com.br

费用：176-200雷亚尔左右

3）伊帕内玛青年旅馆

这是全世界青年旅行者经常光顾的地方。坐落在伊帕内玛地区幽静的住宅区内，但是没有明显的

告示牌，不是很容易找到。距离海边只有5分钟的路程。站在露台上眺望对岸的湖水，景色不错。

电话：2247-4582

地址：Rua.Barao de Jaguaripe,208,Ipanema

网址：http://www.chelagarot.com

E-mail：rio@chelagarto.com

费用：50-100雷亚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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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约热内卢特产及购物

   

1、特产

宝石

宝石

巴西的宝石是闻名于世的。全球65%的宝石产于巴西，高档的有祖母绿、天然水晶等，低档的有

红宝石、紫晶洞、紫晶石等，由于这些宝石从开采到切割、镶工、设计全部都在巴西进行，因此

价格低廉，颇具吸引力。可以带些回去送给家人、朋友。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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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

巴西是世界最大的咖啡生产国。但巴西原本不产咖啡，咖啡原产于阿拉伯，18世纪时传入欧洲，

广受欢迎。后来法人特意将咖啡树苗，船运到法属圭亚那，最后才传入巴西，最后竟在巴西发扬

光大。超市和面包店都有出售烘焙和磨细了的咖啡，真空包装的产品可以长保新鲜，或者也可在

机场购买好拿的纸袋咖啡。

马黛茶

马黛茶是当地印地安人的饮料，茶内含咖啡碱，具有提神醒脑、帮助消化、消暑解热的功效。根

据医学研究显示，马黛茶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是非常好的健康饮料。

卡沙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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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国酒

卡沙萨酒(Cachaca)是巴西的国酒，其酿造有500多年的历史，年产量13亿升，是世界五大名酒之一

。其种类很多，有白色的、金黄色的陈年酒，有大型酒厂生产的，也有家庭酿制的。巴全国共有4

000多个品牌的卡沙萨酒。

蘑菇

姬松茸又名为巴西磨菇，是一种食药兼用的大型腐生真菌，因其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可口、具

有杏仁香味，集美食、美容、医疗、保健作用于一体。具有抗癌、抗凝血、降血脂和安神等特效

。

蜂胶

来自亚马逊河的圣品，巴西原装天然蜂胶，强化机体免疫力，抗菌解毒，消除炎症。

黑豆

黑豆在巴西人眼中简直就是生命，在日常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呢？因为巴西盛产大量

的黑豆——个大味香，黑豆对人体非常有好处，多吃有益新陈代谢并且营养丰富。

蝴蝶标本

巴西有大片的热带雨林——亚马逊，他简直就是地球的肺部。因为它的特殊地理环境，亚马逊中

有许多珍奇的物种，蝴蝶就是其中之一。当中有成千上万科学家都还没有命名的蝴蝶，其中有的

煞是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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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件

像皮鞋、拖鞋、皮包、皮夹等。有些最上等的皮件来自巴西南部，街头的手工艺集市也可以买到

手工皮革制品。

   

2、购物场所

1）阿加斯坦（H.Stern）

巴西的珠宝世界知名，坐落在伊帕内玛的阿加斯坦总店一定值得看看。阿加斯坦有自己的矿石和

工厂，从开采和出售实现了一体化的操作。在店内可以一边听讲解一边参观研磨、造型、精心制

作等工序。

电话：2259-7442

传真：2259-1011

地址：Rua Garcia D’AVILA,113,lpanema

网址：http://www.hsternhome.com.br

E-mail：tmk@hsternhome.com.br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8：30、周六8：30-14：00

休闲时间：周日

2）里约苏尔

从市中心去海边地区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隧道，隧道的一侧有一座里约苏尔购物中心。一至五层有

服装店，咖啡店、服装店、电影院等，可以满足你的各项购物休闲要求，六层和屋顶是停车场。

电话：2545-7200

传真：2542-0894

地址：Rua Lauro Muller,116/1 subso lo,Botafogo

网址：http://www.riosul.com.br

E-mail： riosul@riosul.com.br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2：00、周日12：00-22：00

3）周末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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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等待苍老了谁 提供)

伊帕内玛地区住宅区里面的帕萨诺萨塞尼奥拉广场每逢周末就成了热闹的集市。从绘画、工艺美

术品到皮革制品，各种民间手工艺品、土特产等小商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还有出售日用品的露

天店铺、快餐厨房等等。

科帕卡巴纳地区，面朝海滨大街的瑞德广场也会定期开办周日市场，经营的商品大多是土特产产

品。市场的摊贩大都在9：00开始营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收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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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里约热内卢行程推荐

   

1、里约热内卢三日行程推荐

D1：马拉卡南体育场——耶稣山——植物园

马拉卡南体育场现在可以容纳10万观众，曾经最多时可以容纳20万观众；耶稣山里约热内卢的标

志景点，俯瞰城市美景最好的地方；园内植物种类众多，环境优雅，花香鸟鸣，空气清新。

D2：蒂拉登斯特宫殿——国家历史博物馆——市立剧场——天梯教堂

蒂拉登斯特宫殿见证了里约热内卢许多的重要历史时刻；国家历史博物馆可以很好的了解拉丁美

洲和巴西历史；市立剧场仿造巴黎剧院修建，一直是巴西国内最美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剧院之一

；天梯教堂造型时尚，给人金字塔般的第一印象，内部的落地玻璃熠熠生辉，相当气派。

D3：科帕卡巴纳海滨（伊帕内玛海滨 ）

在里约热内卢即使只在海滩上度过一天，也不会让你失望，蓝天暖阳，软滩碧海绝对可以慢慢享

受。晚上去看一场热情似火的桑巴舞表演。

   

2、里约热内卢狂欢节之旅

里约热内卢狂欢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狂欢节，每年2月底开始。狂欢节期间，整个里约都会变成

狂欢的海洋，全城人倾城而出，随着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尽情舞动，大型花车的游行队伍让人们

彻底high的沸点。全世界的游客在此时汇聚于此，尽情沉浸在狂欢的海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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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1、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馆

电话：05511-3082-9877

传真：05521-2551-5736

网址：http://riodejaneiro.chineseconsulate.org

邮箱：chinaconsul_rj_br@mfa.gov.cn

地址：Rua Muniz Barreto，715-Botafogo，Rj

2、社会治安

巴西社会总体稳定，社会治安状况较好。

（一）选择信誉高的旅行社，住在条件较好的酒店；（二）外出参观游览穿着简单，结伴而行，

最好有导游带领，晚上尽量不要单独外出；（三）现金和贵重物品包括护照放在酒店保险箱，外

出时可带少量现金和护照复印件；（四）如护照丢失，请即向我驻当地使领馆联系。一旦发生被

抢劫等意外，请即向当地警方报案。

里约热内卢警察局地址：

Rua Hunberto de Campos No.315, Leblon, Rio de Janeiro

电话：（021）33997170

3、当地风俗与法规

较注意仪表、言谈和举止。不高谈阔论和大声喧哗，以免影响别人。

在街头不乱扔纸屑、随地吐痰。公民遵守交通规则，不在没有人行道的地方横穿马路。

汽车司机行驶到人行横道时，遇有人欲过马路，一般会有礼貌地停车示意行人穿越马路。

在商场、影院、车站排队时不加塞儿。

严禁在大街上倒垃圾，在禁烟处吸烟。

巴西人接受礼物时，喜欢当面打开礼包，赞美一番并向赠礼人致谢。

巴西人在社交场合，为了表示礼貌和尊重别人，在对方讲话时专注地倾听，不随便插嘴打断别人

讲话。

一般不向别人打听财务、工资等情况。对女性，一般不问她们的年龄和婚姻状况。

4、紧急情况电话

警察局：190

消防：193

紧急用车：193

急救医院：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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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

税收：机场税已包括在机票中，消费税已包括在一切消费中。

标准：拉美国家的旅馆房间不提供开水，如有需要可向服务台、陪同人员提出。旅馆费用范围不

包括：收费电视、长途电话、洗衣费、客房内饮食等。房间内电压多为110伏，个别有220伏，两

向插头可用，部分酒店可提供转换插头。

小费：巴西餐厅的账单上一般都加收5%的服务费，酒店加收15%的服务费。一般小费标准，随客

人的心愿，可多可少。一般在加收服务费的情况下，也可以在给小费，在1-5雷亚尔/次。旅行车

司机为20-50雷亚尔/天不等。出租车司机可不付小费。在旅馆客房在床头给服务生的消费，一般3

雷亚尔/次。随团旅行中的导游和司机的小费一般为每个客人每天给4-5美金。入乡随俗，以免引

起不愉快。

本攻略中提到的所有门票及消费价格为参考价格，请以当地实际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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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里约大冒险》——城市宣传片

《里约大冒险》

看过《里约大冒险》你就会发现影片好似里约热内卢的城市宣传片。影片以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

为故事发生的舞台，无论是影片的配乐还是画面呈现，都具有浓重的里约热内卢风情，凸显当地

绚丽多彩的生活与多样的生态环境。巴西最闻名于世的嘉年华贯穿影片始终，也是影片的高潮部

分的场景。嘉年华集合了巴西的优点：庆祝活动，美味的食物，缤纷的色彩，艳丽的服装以及精

彩的音乐盒舞蹈。让你看过此影片后，似乎想立刻就置身于里约热内卢这座城市。

                                               60 / 62



�������

里约热内卢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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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