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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莫斯科旅游最棒体验

   

1、追忆逝去的沧桑岁月，游览莫斯科红场

莫斯科红场对于熟知俄历史的人来说，是一种对沧桑岁月的怀恋，一种对流逝青春的祭念。电影

《列宁在1918》里面的克里姆林宫与红场，是很多人少年时代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红场的地面皆由古朴的条石铺嵌而成，似乎有些凸凹不平，但尤适合于怀古。最好，一个人静静

地、久久地站在这里，让思绪飞跃时空，回归久远的过去。朦胧间，耳畔隐约响起五百年前皇城

外的这片曾经的集市的嘈杂与喧闹。而倏忽间，是的，只需倏忽一刻，又如梦中醒来，眼前只是

一片空旷的广场和古老地面上长长的影子。

   

                                                 4 / 7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271272&do=album&picid=53251


�������

莫斯科：红色帝都
2、登麻雀山，看莫斯科大学全景

莫斯科大学主楼位于麻雀山上，麻雀山是莫斯科海拔最高处，从麻雀山上的观景台能俯瞰全城。

麻雀山上“雷雨消失得无影无踪，七色彩虹像拱桥般横亘在整个莫斯科上空。它的一端落入莫斯

科河，仿佛在吮吸河水。在高处，在山冈上，可以眺望河对岸的城市和闪耀在千万扇朝西的窗户

上的破碎的太阳，眺望着女修道院中的一座座美丽的小塔”，“对岸无数个火红的太阳正在把窗

玻璃烧化，而在这些太阳的上空则笼罩着一层云雾、黑烟和水汽——那是一天中被晒得滚烫的城

市散发出来的。” 

 麻雀山看莫大全景(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成婚的新人常到麻雀山观景台上转悠，穿着婚纱礼服，骑租借的高头青骢合影留念，假日的街头

乐队奏起欢歌，新人亲友随乐起舞，乐曲俄罗斯式地越奏越快，直到众人都再也跟不上，唯有一

对璧人舞至极酣畅，醉倒怀抱，经过的车辆也鸣喇叭致意恭喜。小贩们在观景台上摆满五彩斑斓

的套娃、漆盒、水晶和其它纪念品，还有大丛大丛彩色气球飘在空中，加之一边总聚着玩摩托车

的年轻人，引擎轰鸣，是喜庆热闹常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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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漫步阿尔巴特街，像吟游诗人般流浪

莫斯科的清晨，人流从阿尔巴特大街穿行而过，这些是赶路上班的市民，急促是他们惯常的节奏

。他们匆匆走过的是莫斯科著名的步行街，街面和两旁时刻散发着俄罗斯文化和商业的独特气息

。这条大街聚集着街头杂耍艺人、吟游诗人、肖像风景画家和地摊小商品叫卖者。是他们的存在

，才让阿尔巴特街声名远扬。古玩、书籍、望远镜、木偶玩具、瓷盘、俄罗斯套娃、复活节彩蛋

、琥珀首饰、旧军装、纪念章、护身符等等，都在这里五花八门地呈现着。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也有不少人在街面上游走、闲坐或穿奇装异服倚墙而立着，表情漠然地观赏，三三两两地说话，

抑或目光阴冷地盯人。漫步其中，似乎自己也变成了自由的精灵，正在体验一场吟游诗人般的流

浪。

   

4、参拜已逝的俄罗斯伟人们——新圣女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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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天才，还是绝代佳人，终将化为尘土，惟有智者的精神财富、独立思想才能永存于世。

新处女公墓坐落于秀丽、宁静的莫斯科河河畔，这里长眠着2600多位苏俄历史上曾经留下鲜明印

迹的人物，堪称群星璀璨、名人荟萃之地。按图索墓，文化艺术和科学界人物似乎居多，政治家

、军事家也占相当比例。 

马雅可夫斯基墓(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作家果戈里、契柯夫，画家列维坦、维拉丁.斯诺夫，声乐家斯宾诺夫、夏里亚平，舞蹈家乌兰诺

娃，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电影导演爱森斯坦，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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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个飞上太空的宇航员加加林，农艺科学家米丘林......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人物，如今都

默默伫立于墓地一角，任由后人臧否评说。

墓碑排列紧凑，并无什么等级、尊卑次序，先来后到，很是随意。墓碑多为人物石雕，或全身，

或半身，或头像，神形各异，技法多变。漫步墓地，犹如置身一座人物艺术雕塑博物馆。生者对

死者的哀思、悼念、评价、理解，都倾注于一刀一凿之间。

   

5、乘游艇观赏流淌在莫斯科河上的美景

莫斯科河如同玉带飘落在美丽的俄罗斯大地上，使人仿佛忘记它是在一座有着八百余年历史的帝

都流淌。乘游艇漫游莫斯科河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岸边风景优美，可以看到俄罗斯联邦政府

大楼——白宫，莫斯科大学主楼以及耶稣升天大教堂。尽情欣赏美伦美焕的莫斯科建筑，令人心

旷神怡。如有幸遇到夏日黄昏，暴雨过后，天色初晴，将会看到最美的河岸风景。莫斯科深处内

陆，远离大海，一条美丽的河流，改变了一座城市原本生硬的表情。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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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游览地下艺术殿堂——莫斯科地铁

莫斯科地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铁之一，它一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享有“地下的

艺术殿堂”之美称。拥有11条线路与171座车站，大理石立柱支撑的拱门、穹顶上的水晶吊灯、马

赛克镶嵌的历史壁画、还有无处不在的历史名人与无名战士的半身或全身像，像富丽堂皇的宫殿

，让人完全没有置身地下的感觉，其中一些作品美妙绝伦，令人流连忘返⋯⋯ 

精美的墙壁壁画

   

7、领略俄罗斯皇家艺术——芭蕾 

来到莫斯科，怎能错过俄罗斯皇家艺术芭蕾？最高级别的剧院，芭蕾史上不朽的经典剧目，豪华

阵容的顶尖演技，这一切，都将在俄罗斯得到实现。

20年前，在电影《列宁在十月》里，舞台上一群人正跳天鹅舞，突然，一群背着步枪的革命者冲

上台去，把那群惊慌失措的“天鹅”赶下台去，然后宣布革命成功，电影里那富丽堂皇的剧院，

就是莫斯科国家大剧院。这座全俄罗斯最古老的剧院，在莫斯科人心目中的地位，几乎可与克里

姆林宫相提并论。俄罗斯的文化艺术和政治从来都是势均力敌的，正如老托尔斯泰曾被称为另一

个沙皇，在莫斯科，也一直有两个权威——一个是克里姆林宫，另一个就是国家大剧院。前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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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象征，后者是文化的象征。 

(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因此，到莫斯科后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看芭蕾，最应该去的剧院，就是大剧院。

音乐轻轻响起，灯光渐渐熄灭，大幕缓缓拉开，观众渐渐沉浸在精湛的表演中。这是一种古典的

美，一种华贵的美——剧院、音乐、演员、观众，全都沉浸在那古典的幻美中。环顾左右，没人

交头接耳，更没有人吃零食或嚼口香糖。能容纳2000多人的观众席，座无空缺，但剧院里非常安

静。观众脸上专注的神情让你感到，仿佛是悄然来临的舞蹈仙子和音乐精灵，勾走了他们的魂。

旅人提示：

大剧院座落在斯维尔德洛夫广场，离红场不远。被誉为“俄罗斯民族珍珠”的这剧院，始建于177

6年，据说曾两度被大火焚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824年重建的第三座。近200年了，历经沧桑

，却仍保留着迷人的风采。

电话：495-250-7317

门票：200-2000卢布

网址：www.bolshoi.ru

门票可以通过电话或者互联网预订，也能直接从售票处购物。通常需要提前买票，尤其是在旅游

旺季。最轻松得到大剧院门票的方法，就是在演出当天到大剧院门口从黄牛手中买。

在大剧院看芭蕾，寄存外套是必要的仪式。不只是室内温度高，而是看芭蕾要身着盛装，以显高

雅、体面，也表明对艺术的挚爱和对艺术家的敬重。因此人们一进剧院，都自觉到存衣处脱掉外

套。尽管外面冰天雪地，剧院却是另一个世界：男士大都一身笔挺的西服，女士则薄薄的长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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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的，还脱掉笨重的靴子，换上随身携带的高跟皮鞋，加上闪亮的银饰，得体的化妆，把剧院

衬扮得过节一般。

   

8、拜访俄罗斯历史的见证者——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不仅是莫斯科的中心，更是整个俄罗斯的核心。在这里，伊凡雷帝开始了他的恐怖统

治，拿破仑注视着莫斯科燃烧，列宁实施了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清理了他的阶级队伍，赫鲁晓

夫抗击了冷战，戈尔巴乔夫实施了改革，还有，叶利钦创造了新俄罗斯。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克里姆林宫这一世界闻名的建筑群，享有“世界第八奇景”的美誉，是旅游者必到之处。它像是

一部巨大的词典，详尽的记录了俄罗斯的历史。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地方会给人以如此的历史厚重

感。一趟克里姆林宫之行一定能为你揭开许多新旧俄罗斯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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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老的俄之帝都——莫斯科城

波光粼粼的莫斯科河像一条蓝色丝带，静静地从城市中间流过；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和众教堂巨大

的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古老建筑和现代建筑在白桦树影中显现——这就是莫斯科。 

莫斯科圣瓦西里大教堂(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作为现俄罗斯联邦首都，也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及交通中心，莫斯科迄今已有800余年

的历史，是世界特大都市之一和欧洲最大的城市，跨莫斯科河及其支流亚乌扎河两岸。

夕阳西下时的莫斯科，是俄罗斯巡回画派笔下的一幅油画，大片的林木、斯大林式建筑，以及诸

多东正教大教堂的洋葱顶，勾勒出城市绝美的线条。莫斯科是世界上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树丛

和人工湖比比皆是，掩映着上千座金碧辉煌的历史古迹和错落有致的现代建筑。莫斯科在希腊语

中为“城堡”之意，斯拉夫语为“石匠的城寨”。

在莫斯科，你可以在无数精美的历史建筑物间穿梭：古老的红场、壮丽的克里姆林宫，仿佛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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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触摸到俄罗斯人特有的豪壮；普希金广场让人不禁吟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夜晚的莫斯科

大学草坪上，可以听到有人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莫斯科大剧院，小天鹅正在翩翩起舞

；在地下宫殿般的莫斯科地铁中，尼仿佛穿梭于时光隧道。

最佳旅行时间：

俄罗斯最佳的旅游时间莫过于5月——10月，此时的俄罗斯凉爽宜人，最适合前往避暑度假。此外

，冬季的俄罗斯也有它的独特魅力，试想走在零下20℃的莫斯科街头，四周银妆素裹、白雪皑皑

，这样的雪景，怎能不叫人向往？而且此时也是去俄罗斯滑雪狩猎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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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签证

俄罗斯签证办理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国内旅行社标价非常高，如时间充裕可以考虑自己办理签证

，莫斯科有些饭店可以代办邀请信，条件是支付一定的费用并在该饭店住宿，但这种邀请函是否

被俄罗斯使馆接受，视其所在国家而异。俄罗斯签证的特殊之处在于大使馆／领事馆对中国公民

的个人旅游要求提供外务部授权的俄罗斯旅行社的邀请信原件，因此也可以找俄旅行社代办邀请

信。推荐该网站：www.russianvisas.org，

他们明确写明可以开长达30天的邀请函的，不论天数每份65美金，可以通过航空信（15美金）或

者DHL/FEDEX（100美金）邮寄。所谓的邀请信其实就是一张横着打印的A4纸，分为两部分，左

面是邀请函，俄文，有被邀请者信息，到达城市，酒店名称及地址以及旅行社信息（包括俄国外

务部的授权号）。右面是酒店的回执（Voucher），英文的酒店名称和地址，出境入境时间和全程

总逗留时段。

旅游签证：

使馆网站列出的旅游签证材料如下：

1、有效护照及护照主页复印件

2、两张照片（3.5cm x 4.5cm）

其实对照片的尺寸要求不是很严，办护照的照片都可以。如果贴在签证申请表上领馆工作人员会

帮你撕下来，所以不用贴

3、签证申请表（应回答表内所有的问题）

申请表可以在使馆网页下载，确认了可以用中文填写。

4、俄罗斯旅行社签发的确认接待外国旅游者的邀请函原件及其复印件

5、俄罗斯旅行社签发的酒店订单原件及其复印件

以上两项就是前面说到的那张A4纸的左右两部分，领馆会在比较原件和复印件并作记录后留下复

印件，然后提醒你去俄罗斯时要带上原件。

6、往返机票的复印件

这项在英文版中并未提及。

未列出但是必需携带的：

7、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身份证原件是进领事馆时必须的，会被门口的警卫收走并且非常认真的与本人和护照对照。复印

件会和其他材料一起交给领馆。

另外根据北京大使馆的说法，有了邀请函随时都可以去办签证，但是俄罗斯旅行社则提醒领馆一

般不会提供三个月后入境的签证，也就是说签证签发日的三个月内一定要入境。

签证费：不论三天过境签证，还是一年以上多次往返的学生签证，签证费均为50美元。五个工作

日后取签证（申请加急，三天费用加倍，当天取为12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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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2、货币和兑换率：货币为卢布（RUSSIAN ROUBLE）,兑换率为1美元=30.7卢布 ，不接受人民币

。入境携带500美元以上必须申报，否则出境会有问题，甚至可能会被没收。办完入境手续等行李

时，也可能随时被工作人员拉住检查护照，并填写一些莫名其妙的表格。

5卢布

1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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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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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卢布

3、电压：

俄罗斯用的是220V的电源，在街上也有卖转换插头的，如果有国内的三头电源插不进去的时候可

以去买一个，或者问一下青年旅社的前台，应该也有的。

4、门票：如能办一张国际学生证，门票会节省很多。

5、语言：

官方语言是俄语。不懂俄语在俄罗斯旅行是个挑战，就是在首都莫斯科，路名和地铁标志也一概

俄文，除了广告外，英语标志几乎为零，能说英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好在俄语也是拼音文字，

拿一份英俄对照的地图，挨个字母对，不久就能认识路名了。在一些著名旅游景点还能找到懂英

语的人。

6、装备：

带单反相机，尤其要广角镜头。理想的配置是女士持广角，拍风景，男士持定焦，拍女士。因为

强度和难度都不大，相机沉一点没关系，太美了，完全值得。

7、备用电话：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电话：007-095-9382006 传真：007-095-9561169

    莫斯科内务总局电话：2009305

    莫斯科内务总局网址： http://petrovka38.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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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莫斯科内务总局投诉电话：2009309;9237892

    莫斯科内务总局反贪局电话：9504412

    莫斯科内务总局内保局电话：2547881

    莫斯科内务总局打击有组织犯罪处电话：2009480

    莫斯科内务总局敲诈勒索侦查处电话：2929108

    莫斯科内务总局刑事犯罪侦查处电话：2008924;2223018

    莫斯科州内务局电话：2297891、2224796

    莫斯科市紧急救护中心：2765247转1887

    莫斯科市火警：01

    莫斯科市匪警：02

    莫斯科市医疗急救：03

    莫斯科市交通事故值勤：9235373;924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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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莫斯科景点

   

1、克里姆林宫Кремль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这一世界闻名的建筑群，享有“世界第八奇景”的美誉，是旅游者必到之处。1

2世纪上叶，多尔戈鲁基大公在波罗维茨低丘上修筑了一个木结构的城堡—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就

是从这个城堡逐步发展起来的。现在的红砖是1485年至1495年兴建的。大致呈三角形。宫墙全长2

235米，高5到19米不等，厚3.5至6.5米。共四座城门和十九个尖耸的楼塔。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交通：莫斯科地铁图： http://metro.yandex.ru/moscow/   

在环线内左下方，红，深蓝，浅蓝，灰色4线交叉站。克里姆林宫有两个入口，售票处在亚历山大

花园的北口，一般从这里进入，参观完教堂后往南走，最后看完珍宝馆从南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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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在红线的列宁图书馆站Библиотека им.

Ленина和浅蓝线的亚历山大花园站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 сад 出来都不远。

从南口出入，可以直接走灰色线出口。

开放时间：售票处每天9:30 до 16:30 售票。周四休息

网站： http://www.kreml.ru/en/  

地图：http://kreml.ru/en/kremlin/   http://www.kreml.ru/ru/info/visitors/scheme/

  红色是可以进的博物馆。

虚拟游览： http://tours.kremlin.ru/#/ru&1_5   

这个做的非常好，虽然没英文版的，但足够神游了

门票： http://www.kreml.ru/en/info/visitors/tickets/

兵器博物馆/珍宝馆（Armoury Chamber ）  全票700 ， 学生票200   

提前买票，按点进，每天4场：10:00, 12:00 , 14:30, 16:30.  可领取免费语音讲解器。

大教堂广场的建筑群（Architectural ensemble of the Cathedral Square ）    全票350 ，

学生票100

Museum of History of the Kremlin architecture in the Ivan the Great Bell-Tower Exhibitions

http://kreml.ru/en/info/visitors/tickets/Bell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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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教堂分布图

   

2、红场 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

背靠克里姆林宫，狭长的一条，面积不大。 全天开放，某些节日、阅兵会戒严。主要景点：历史

博物馆，列宁墓，国家百货，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地铁：地铁Okhotnt

ryad站正中间红，深绿，深蓝三条线的交叉站，红线出口Охотный ряд 比较近， 红场原

名“托尔格”，意为“集市”，1662年改为“红场”，意为“美丽的广场”，面积9.1万平方米，

位于市中心，是国家举行各种大型庆典及阅兵活动的中心地点，是世界上著名的广场之一。

红场的地面很独特，全部由条石铺成，古老而神圣。在红场的西侧是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的红墙

及三座高塔，列宁墓上层，修建有主席台。每当重要仪式时，领导人就站在列宁墓上观礼指挥。

历史博物馆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узей  

历史博物馆位于红场北面，修建于1873年，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它于1883年向公众开放。馆里

的展品和档案材料丰富多样，向人们展示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侧面，全方的介

绍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博物馆里有最完整、最丰富的古币收藏室；有大量的出土文物，还有俄罗斯、东方和部分西方的

武器，俄罗斯和外国的服饰织物，农用工具，木制家什和其他的雕花和彩绘木器，陶瓷和玻璃制

品。另外，馆中还分门别类地收藏着大量描绘历史人物、事件、特点、建筑等等的绘画，而且有

历史地图，民情风俗档案，各种手写本、古印本等等。

官网： http://www.shm.ru/en/ 从猛犸象，原始人开始，一直到现代。

信息：http://www.shm.ru/en/information.html

周二和每月第一个周一休息，门票250，周13567，10-18点，周四10-20点，提前一小时停止售票。

照相130卢布。

列宁墓 мавзолей ленин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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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1924年列宁逝世后长眠于此。列宁墓由红色花岗石和黑色长石建成。列宁的身上覆盖着前苏联的

国旗，脸和手都由特制的灯光照着，清晰而安祥，遗体被安放在水晶棺中，定期对外开放。以前

列宁墓前有士兵站岗，每小时换岗一次。1993年底，这个有名的1号岗被撤掉了，现在安排在无名

烈士墓旁，感兴趣的游客可以前往无名烈士墓观看士兵换岗。

信息：周2.3.4.6 上午10-13点（建议提前去排队），免费开放，在历史博物馆南墙排队。有安检，

不得带相机，手机（历史博物馆南墙角有存包）。 入内脱帽，不得喧哗。顺着参观线路走，先进

列宁墓后，后看名人烈士墙，最终在瓦西里大教堂门口附近出来。

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Храм Василия Блаженного

位于红场的南面，曾经叫圣母大教堂，后来改名为瓦西里�勃拉仁内大教堂，因为一位叫瓦西里

的东正教修士曾在这座教堂苦修终生。“勃拉仁内”在俄语中是仙逝升天的意思，所以有人称此

教堂为“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由伊凡大帝下令建造，为了纪念1552年战胜喀山鞑靼军队。传说

在战争中，俄罗斯军队由于得到了8位圣人的帮助，战争才得以顺利进行，为纪念这8位圣人才修

建了这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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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信息： 门票：200，照相：160，周134567  11.00 -

18.00（夏）  11.00-17.00（冬）,售票处提前半小时停止售票。 

http://www.shm.ru/information_filialy_pokrov.html

GUM 国家百货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红场东北边，是建于19世纪的“国营百货商店”。里面都是一二线的国际名牌，价格不是一般的

高。走廊里全年有卖瓦夫杯装的冰激凌，超好吃，推荐一下，就两三个口味，包装超简单，价格

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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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名烈士墓

无名烈士墓是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牺牲的无名英雄而建造的，修建于1967年胜利节前。它位于克

里姆林宫红墙外的亚历山大花园里。正面朝北、东西走向的深红色大理石陵墓上陈设着钢盔和军

旗的青铜雕塑，造型简洁明快，蕴意肃穆深长。两座玻璃岗亭置放于墓的两侧，亭前站着两名神

情庄重的持枪哨兵，昼夜为烈士守灵。这便是俄罗斯妇孺皆知的“全国第一岗”。据说这“第一

岗”原来设在列宁墓前，不知从何时起挪到了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每小时一次的换岗仪式。烈

士墓西侧排列着12座长方体花岗岩标志物，逐一镌刻着卫国战争中12座英雄城市。外国领导人来

，都要到这里来献花。 

(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无名烈士墓卫兵换岗视频，http://video.sina.com.cn/v/b/25986552-1313676783.html

卫兵从克里姆林宫北入口方向走过来，技术好，手不抖的追着拍也没关系。

   

4、胜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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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胜利广场建于1995年5月，是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而修建的。广场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胜利女神纪念碑，高141.8米，象征卫国战争1418个战斗的日日夜夜。三棱形的碑身，每个棱

面上用浮雕板表现了莫斯科等12个英雄城市周围的战斗情景。高约100米处，古希腊胜利女神右手

拿着金光灿灿的胜利桂冠。她身旁飞着两个胖胖的小天使，一男一女，吹着胜利的号角。纪念碑

的下面，是神奇勇士格奥尔基手持长矛刺杀毒蛇的雕像。前面5层阶梯式台阶，每一层代表战争的

一年。 

(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广场右侧是一组大型喷泉，左侧是常胜圣格奥尔基大教堂，金顶白墙，纪念碑的后面是一个扇形

环抱的中央博物馆。大厅内有6幅大圆立体画面，描绘了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反围困战、斯大

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荣誉厅的墙上，刻满了英雄的名字。纪念礼品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张

万年上将赠送的礼品。

交通：在地铁站Park

pobedy(3号深蓝线)出来，出来后先看到的是一个凯旋门，然后走过去就是胜利广场了。

   

5、莫斯科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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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广场向东，就能看见莫斯科的凯旋门，它与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不相上下。因为是纪念同一场

战争而修建的，是为纪念俄军打败拿破仑而建。门高28米，门顶是一尊手执月桂花环，背生双翅

驱驾六套马车的胜利女神像。其下武士，手执利剑，或月桂花环和橄榄枝，象征胜利和平。门柱

之间，四尊俄军士兵，身披盔甲，手执盾枪，手指上刻着“驱逐法兰西，解放莫斯科”，整个造

型气势宏伟，不愧是个拍照留影的好地方。

   

6、莫斯科大学

莫斯科大学建于1755年1月12日，俄罗斯最古老的大学。其旧校址在莫斯科市中心。1953年大学新

主楼在麻雀山建成后，莫大即迁至麻雀山。这座主楼是莫斯科七座斯大林式建筑（号称七姐妹）

之一，斯大林式建筑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式建筑，大底座、高尖顶，流露出强烈的“一元论”价值

观。主楼高240米，共39层，有三万多房间，它集各种功能于一体，食堂、住宿、办公、娱乐、礼

堂、超市、邮局、银行、书店、图书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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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写谈秋末 提供)

麻雀山，又名列宁山，位于莫斯科西南，是莫斯科的最高处，莫斯科河从山脚流过。观景台在麻

雀山上，正对莫斯科大学正门，由此可俯瞰莫斯科河与莫斯科市区，美丽景色尽收眼底。到这里

来的，除慕名而至的各国游客外，多是本地举行婚礼的新人及其亲友。

莫大道路两边是茂密的白桦林，走在莫大的校园里，会不时的想起那首著名的歌曲《莫斯科郊外

的晚上》。站在麻雀山观景台上，能看见莫大主楼的全景。

从胜利广场出来，别坐错车，还是原路返回，进地铁的好，这样方向感比较好辨认。去莫斯科大

学。转红线到Universitet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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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俄展览中心

全俄展览中心，位于莫斯科.原称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 1959年6月对外开放，占地300公顷，共80

个展览馆。它集科学性，知识性，娱乐性于一体,是开眼界，长知识的好去处。展览馆的正门高大

，宏伟，顶端是男女社员手举丰收的麦穗，是世界雕塑史上的杰作。正对的是科学馆,里面还保存

有各种科普实验,您可以亲自参与。

地铁站VDNKH（橘黄色线）下，这里看到加加林升天的建筑雕像，建筑和喷泉不错，可以一看

。 大门的东北侧，也有一著名的金属雕像：工人和集体农庄女社员，手中高举镰刀和斧头。它是

苏联时代雕塑艺术的典范。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以它作为电影的片头。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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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8、新圣女公墓

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是各国游客最爱去的地方，许多曾经对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起过推动作

用的名人都长眠于此。墓主的灵魂与墓碑的艺术巧妙结合，形成了特有的俄罗斯墓园文化。

交通：地铁Sportivnaya站出来之后右拐走5分钟，到路口左转，看见修道院就对了。这里每天早9

点开到晚6点。

   

9、莫斯科地铁

莫斯科地铁它一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地铁站的建筑造型各异、华丽典雅。每个车站

都由国内著名建筑师设计，各有其独特风格，建筑格局也各不相同，多用五颜六色的大理石，花

岗岩，陶瓷和五彩玻璃镶嵌除各种浮雕，雕刻和壁画装饰，照明灯具十分别致，好像富丽堂皇的

宫殿，享有“地下的艺术殿堂”之美称。华丽典雅的莫斯科地铁一直是俄罗斯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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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官网：http://engl.mosmetro.ruThe

票价：http://engl.mosmetro.ru/pages/page_0.php?id_page=8

单次28卢布，两次56, 五次135卢布, 10次265卢布，20次520卢布，60次1245卢布。

地铁站地理位置图： http://www.metromap.ru/   

查询两站之间中转预计时间：http://metro.yandex.ru/moscow/   点击到起点和终点站即可

   

10、莫斯科河之旅（Речные Прогулки по Москве）

莫斯科河流经整个莫斯科市，莫斯科的名称就来自于它。在它的通航季节(5-10月)可以乘坐游览船

漫游整个莫斯科。游览船在基辅站附近和克拉苏诺霍尔姆斯基大桥附近的各个港口之间来回穿行

。乘客可以在游览船停泊的港口自由上下，但票价都是一样的。从起点到终点大约需要1小时40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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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图片由网友 @只如、初见 提供)

人们一般会把麻雀山观光和莫斯科河之旅结合在一起，从麻雀山下来后，再乘船向东航行。麻雀

由位于莫斯科河的南端，从这里出发向中心的方向行驶，也可以看到莫斯科的大部分景点。

电话：007（495）277 39 02

营业时间：12:00-20:00，每隔20分钟起航

费用：200卢布(儿童100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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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五、莫斯科美食

俄式菜是酸甜辣咸口味俱全，尤其是咸辣酸，它的菜式大多以肉类为主，像烩牛肉，烤肉排，高

尔基肉饼，黑椒牛扒，也有那酥炸马哈鱼，俄式烤鱼烤虾，煎鱿鱼和鱼卷等海鲜料理；俄罗斯餐

蔬菜很少，只是点缀或者做沙拉。黑面包：主要是在黑麦面粉中加入天然香草籽。 

   

1、美食推荐

鱼子酱：原料取自里海的鲸鱼，严格说，只有用鲸鱼卵制成的酱才能叫鱼子酱。 

                                               32 / 72



�������

莫斯科：红色帝都

黑面包：

黑面包极富营养，又易于消化，这是因为，发酵黑面包用的酵母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生物酶。“波

罗金诺黑面包”，是黑面包中的极品这种面包有一种独特的配方，主要是在黑麦面粉中加入天然

香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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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伏特加(Водка)：

是一种俄国酒，用小麦和马铃薯等制作的蒸馏粮食酒，酿制方法和中国白酒类似，但有一道活性

炭处理工序，经活性炭处理后，去掉其中残余的粮食味道，因此伏特加酒无色透明，也没有中国

白酒的香味，比较纯净。度数一般在40度到50度之间。口味凶烈，劲大冲鼻，火一般的刺激。名

品有：波士伏特加(Bolskaya)、苏联红牌(Stolichnaya)、苏联绿牌(Mosrovskaya)、柠檬那亚(Limonna

y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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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2、美食地推荐

木木餐馆 Му-Му

木木餐馆是一家自助餐馆。这家餐馆的东西很便宜，味道也不错。每到吃饭的时间，这里就会来

很多人。即使不懂俄语，也可以到这里来就餐。 

                                               35 / 72



�������

莫斯科：红色帝都

(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地址：ул.Албат 45/24

营业时间：10:00-23:00

电话：7 95 2411364

交通：乘地铁，斯摩棱斯克站下车

约尔基帕尔基餐馆 Ёлки-Палки

约尔基帕尔基餐馆在莫斯科室内有多家连锁店，经营俄式快餐。价格很公道，味道也不错，所以

这家餐厅的生意非常好。有些店铺也有英语菜单。

地址：ул.Неглинная 8/10

时间：11:00-23:00

电话：7 95 9285525

交通：乘地铁，库兹涅茨克桥站下车

休息时间：无

网址：www.elki-palki.ru

盖纳茨瓦莱餐馆 Генацвал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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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盖纳茨瓦莱餐馆是非常受欢迎的格鲁吉亚餐馆。这里的价格要比第比利斯餐馆便宜一些，但料理

很正宗。餐馆内有现场演奏。餐馆有很多格鲁吉亚葡萄酒。有英语菜单。

地址：ул.Остоденка 12/1

时间：12:00-24:00

电话：7 95 2020445

交通：乘地铁，克鲁泡特金站下车

台湾饭店 Остров Формоза

台湾饭店是莫斯科很少有的台湾菜肴店。它的周围很安静，环境优雅。菜单上同时标有英语和中

文。

地址：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пер.23，к 1

时间：12:00-23:00

电话：7 95 2297216 2299680

交通：乘地铁，特维尔站或普希金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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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国饭店 Древний Китай

老中国饭店位于卡梅尔格尔胡同的一角，是由中国人开办的一间豪华酒楼。店内装修风格独特，

颇有中国古典风韵，有很好的口碑。

地址：Камергерский пер.5

营业时间：12:00-24:00

电话：7 95 6922900

交通：乘地铁，剧院站下车

网址：www.old-china.ru

金诺塔基餐馆 Гин-но Таки

金诺塔基餐馆位于特维尔街，是莫斯科比较有名的日本料理店。

这里的价格、味道等都和亚基托里亚餐馆差不多，而且拉面特别便宜。晚上人多的时候，经常会

有人在外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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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图片由网友 @旅行杂质 提供)

地址：Тверская ул.6

营业时间：11:00-凌晨6:00

电话：7 95 2925350

交通：乘地铁，广场站下车

网址：www.vci.ru/gino

谢尔盖餐馆 Сергей

谢尔盖餐馆位于卡梅尔格尔胡同，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新馆的底下餐厅。1992年开始营业，里面挂

着许多艺术剧院的照片，环境很优雅。这里主要以俄罗斯菜肴为主，酒的品种也很丰富。

店内很安静，是就餐的好地方。顾客可以在这里过夜，一人每晚1000卢布。白天这里也提供工作

餐，价格也比较合理。这里备有英语菜单，便于外国游客就餐。夏天时也在外面营业，只点饮料

和甜点也可以。店内还有单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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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地址：Камергерский пер.3а

时间：12:00-24:00

电话：7 95 2295793

交通：乘地铁，剧院站下车

莫斯科�罗马咖啡馆 Москва Roma

莫斯科�罗马咖啡馆位于斯托列什尼夫胡同，是一家很有现代感的咖啡馆。

地处商业街的中心，逛街累的时候可以来这里休息一下。

地址：Столешников пер.12-2

时间：11:00-23:00

电话：7 95 2295720

交通：乘地铁，剧院站下车

俄罗斯小吃店

价格非常便宜，可以尝到俄罗斯地道的美食。

地址：特维尔街19号和大格涅兹得尼科夫胡同10号。地铁特维尔站下。

天外天饭店

电视塔上的旋转餐馆，可以欣赏到迷人的景色。请电话预约，并携带护照和签证以备安全检查。

地址：科罗廖大街15号。地铁展览中心站下。

电话：282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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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奶奶家饭店

以寻常的俄罗斯家常菜取胜。

地址：大奥尔金卡街42号。地铁特列季亚科夫站下。

电话：239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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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六、莫斯科住宿

莫斯科住宿比较昂贵，宾馆和旅店可同时接受欧元和卢布。莫斯科一、二星级宾馆基本上都是前

苏联留下来的老宾馆，基础设施和房间舒适度都不算好。真正能够达到国际星级水平的，只有四

星、五星级别的宾馆，一般每天100欧元到500欧元不等。

   

1、酒店推荐

酒店分布图

莫斯科大都会酒店 Metropol Hotel Mo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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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酒店位于剧院大街上，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红场和莫斯科大剧院，地理位置非常好。尽管莫斯

科新建了很多宾馆饭店，但这里仍然是莫斯科首屈一指的宾馆。

地址：Театральный проеэд 1/4

电话：7 95 5017800

传真：7 95 5017810

交通：乘地铁，剧院站下车

网址：http://www.metropol-moscow.ru

星级：5星级

国家美丽殿酒店 Le Royal Meridien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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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国家美丽殿酒店是莫斯科顶级的宾馆之一。酒店的对面是驯马场广场，位于特维尔街的起点，在

这里还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

地址：ул.Моховая 15/1

电话：7 95 2587000

传真：7 95 2587100

交通：乘地铁，广场站下车

网址：http://www.national.ru

星级：5星级

萨沃伊饭店Саво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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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地址：уи.Рождественка 3/6

电话：7 95 6208555

传真：7 95 6250596

交通：乘地铁，库兹涅茨克桥

网址：http://www.fraurt-tourismus.de

星级：5星

阿勒山公园凯悦酒店 Ararat Park Hyatt Mo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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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阿勒山公园凯悦酒店是凯悦酒店系列中最顶级的酒店之一。对面是莫斯科小剧院，地理条件非常

优越。这里原本是一家有八十多年历史的亚美尼亚餐厅，酒店一层的阿勒山咖啡厅继承了这家餐

厅的传统，在这里可以吃到正宗的亚美尼亚菜肴。

地址：ул.Неглинная 4

电话：7 95 7831234

传真：7 95 7831235

交通：乘地铁，剧院站下车

网址：http://www.moscow.park.hyatt.com

星级：5星级

阿克瓦列里Акварель

地址：Стлешников пер.12-3

电话：7 95 2298957

传真：7 95 2483125

交通：乘地铁，剧院站下车

网址：http://www.hotelakvarel.ru

星级：3星级

万豪皇家极光 Marriott Royal Aur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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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曾经入住于此。属于国际万豪酒店集团，酒店的设施、环境、地理条件都非常好。

地址：Петровка 11/20电话：7 95 2322857

传真：7 95 9371001

交通：乘地铁，剧院站下车

网址：http://www.visitmoscow.ru

星级：3星级

布达佩斯Будапешт

布达佩斯是一间俄罗斯传统的宾馆，环境很好。它的规模比较小，宾馆内没有餐厅。早餐都是送

到房间内的。

地址：Петровские Линии 2/18

电话：7 95 2322857

传真：7 95 6215290

交通：乘地铁，剧院站下车

网址：http://www.hotel-budapest.ru

星级：3星级

东�西宾馆Ист-Вест(East-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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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从东�西宾馆步行到克里姆林宫、红场、莫斯科大剧院，只需20-25分钟。到全俄展览中心和展览

中心索科尔尼基只需25分钟地铁。

地址：Тверской бульвар 14/4

电话：7 95 2322857

传真：7 95 9563027

交通：乘地铁，特维尔站

网址：http://www.eastwesthotel.ru

星级：4星级

中央饭店Центральная

从这里步行就可到克里姆林宫。

地址：Тверская ул.10

电话：7 95 2298957

传真：7 95 6921221

交通：乘地铁，特维尔站

星级：2星级

马可�波罗饭店Марко Поло Нресня

地址：Спиридоньевский пер.9

电话：7 95 2443631

传真：7 95 926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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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交通：乘地铁，马雅可夫斯基站下车

网址：http://www.presnja.ru

星级：4星级

   

2、青旅推荐

莫斯科城内有不少青年旅舍，装潢独特、干净卫生、价位适中，收费在20-40欧元之间，提供邀请

函。可供选择的青年旅舍有：

HOME FROM

HOME：座落在旧阿尔巴特街上，到红场可直接搭乘地铁，附近有麦当劳、星巴克、HardRock

Cafe等许多餐厅或小吃店，还有许多卖纪念品的摊贩和店家。电话(495)2298018 或

(495)7845054，E-mail为info@home-fromhome.com，网址www.home-fromhome.com。

艺术青年旅舍(Art Hostel)：位于白俄罗斯车站附近，电话2512837，网址www.arthostel.net。

G&R Hostel

Asia：

在市中心东南10公里处，前苏联时期就是个很好的宾馆，现在仍不失为最经济实惠的选择之一。

该旅馆一般两间客房共用一个卫生间，但套房有独立的卫生间。从Ryazansky

Pr地铁站下车出站后，寻找四周最高的那栋楼就是。电话3780001，网址www.hostels.ru。

Galina's

Flat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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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色帝都
是一家很受欢迎的旅馆，它的公寓房比一般家庭房间大一倍，非常物有所值。旅馆里可以上网，

也有厨房供客人使用，但是早餐须加收2欧元。电话9216038，邮箱galinas.flat@mtunet.ru

，地铁站Chistiye Prud。

Hostel

Sherstone：

这家G&R青年旅舍的分店有100多张床位，运作良好，干净整齐，但是位于市区北边，离市中心太

远。电话7978075，网址www.sherstone.ru，地铁站Vladykino下。

Travellers Guest

House：

最早的莫斯科旅馆，现在仍是背包族的集散地。1993年开业，有些破旧。尽管如此，这儿还是一

个安全而快乐的住所，出地铁站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电话6314059，网址www.tgh.ru，地址10th fl,

ul Bolshaya Pereyaslavskaya 50，地铁站Pr Mira。

Tramp：位于植物园和全俄罗斯展览中心(Vserossiysky Vystavochny

Tsentr)之间，是个不错的地方，但只接待提前预订的旅客。电话5512876，网址www.hostelling.ru

，地址Bldg 7, ul Selskohozayistvennaya 17/2，地铁站Botanichesky Sad下。

Hotel

Tsentralnaya：

莫斯科最价廉物美的几家旅馆之一，位于莫斯科的主要大街上。房间设施虽然简单，但干净安全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须共用。电话2298957，传真2921221，地址ul Tverskaya

10，地铁站Chekhovskaya下。

New Arbat

hostel：

位置非常理想，位于莫斯科新阿尔巴特大街的繁华路段。但是背临一条小街，因此很宁静，听不

到任何喧闹声音。从这家旅馆步行到克里姆林宫仅需要10分钟，到红场15分钟。如果去老阿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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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街，只过一个地下通道，5分钟就走到。到莫斯科河或者地铁站也只要7，8分钟，并且街道对

面就是一个24小时营业的大超级市场。New Arbat

hostel旅馆老板对旅客非常友善。旅馆房间干净卫生，可以无线上网，20美圆左右的床位/天。

可以自己直接给老板罗伯特发一封电子邮件，这样就不用付手续费给中介网了。邮箱地址是 

novyarbat@yandex.ru 。

旅人提示：

住宿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让旅社给做落地签，否则碰到警察会找你罚钱的。其他非青年旅社的住宿

，从火车站出来，不管是莫斯科还是彼得堡都有拉客的老大妈，请放心，如果你会俄语的话，基

本上300P一个人的住宿没有问题，几个人Share一件房间就可以了。如果不会俄语，你就别费时间

了，还是直奔酒店去吧，酒店如果星级低的话，设施很差，服务基本没有，不建议住宿。要么就

住好的，价格绝对心痛。综上所述：住宿还是青年旅社，一是语言方面没有问题，二是价格也比

较便宜，相对于酒店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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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莫斯科交通

   

1、飞机

直达：上海-莫斯科（东航，俄航）

北京-莫斯科（国航，俄航）

联飞：北京-多哈-莫斯科（卡航）

各地-乌鲁木齐-莫斯科（南航）

其中卡航在卡塔尔转机的最便宜，俄航也有时会推出300美金往返的特价票，从北京上海起飞时间

都是上午，到达莫斯科时间为当地下午。南航的优势是西北地区从乌鲁木齐转机的价格便宜，东

航有免费联飞国内各地的联飞票，国航就这死价格，基本上很贵。

卡航直飞，缺点是时间差，从北京早上7点起飞，优势是座的人少，可以躺下睡觉。乌鲁木齐转机

常常发生误机晚点，常有矛盾。

机场交通：

莫斯科有2个国际机场，达莫接多瓦

（Domodedovo http://www.domodedovo.ru/index_en.asp 英文网站）和舍了门捷瓦（sheremetyevo-2 

http://www.sheremetyevo-airport.ru/?act=part&pid=512 英文网站），东航到达的是达莫接多瓦，其他

为舍了门捷瓦，卡航不详。其中达莫接多瓦是新建的机场，比较先进，舍了门捷瓦比较老，也比

较旧，有种很压抑的感觉。从舍了门捷瓦机场出来到市区有2种方式，一是穷游式，门口有到最近

的2个地铁站（Rechnoy Vokzal绿线的最北边一站，Planernaya紫线的最后一站）的小巴，30卢布一

个人，也有到地铁站的公交车，25P一个人，小巴是坐满了人就走，建议多小巴，相差10P，快很

多。另一种是打车，机场有很多拉客的司机，也有固定的TAXI点，但是感觉差别不大，司机会漫

天要价，基本上他们会要100多美金，看个人讲价本领，60左右还比较靠谱。从达莫接多瓦机场出

来，有直接到地铁站（Paveletskaya绿线环线的交叉站）的电气火车（120P），到达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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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车

从北京-莫斯科有直达火车，分别为俄列K19：莫斯科-后贝加尔-北京，俄罗斯列车员，6天7夜，

有高包和硬卧车厢。国列K03：北京–蒙古乌兰巴托–莫斯科，5天6夜，需要蒙古的过境签证，中

国列车员，每周三发车，有高包，软卧和硬卧车厢。下来后感觉还是晃的，你要是火车爱好者，

就试试吧，经过西伯利亚地区风景不错。

国际列车车票是由中国国旅发售的。上海有国旅的办事处，可以代售并出票。购买的时候要携带

护照，需注意的是车票的有效期是从买票起算两个月，所以最好确保你下车的时间在车票的有效

期内。

   

3、市内交通

地铁

莫斯科市内的交通主要靠地铁和公交，基本上地铁可以到所有的景点，所以出行还是建议坐地铁

。莫斯科有11条地铁线，密布于城市地下，沟通市中心和郊区绝大部分住宅区，串联莫斯科九个

火车站中的七个，以及市内的十多个广场。采取进站收费、一票通全程的方式，票价为单次17卢

布，2次34卢布，5次75卢布，10次140卢布，20次250卢布，60次520卢布。

地铁红线主要站点：莫斯科大学站YHNBEPCNTET(离中国使馆最近的一站)、新处女修道院、名

人墓站 CNOPTNBHAR、油画市场站 nAPK

KYnbTYpbl(这里可以换乘棕线的地铁)、科罗波特金斯卡亚KPOnOTKNHCKAR、列宁图书馆站

bNbnNOTEKA NMEHN nEHNHA(从这里可以转到灰色线的地铁站台)、红场OXOTHblN

PRA、共青团车站KOMCOMOnbCKAR(可以换棕色的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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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棕色环线主要站点：基辅-环线站 KNEBCKAR、友谊商城 HOBOCnObOACKAR、和平大街

npOCnEKT MNPA(在这里换橘黄线，可以到达国民经济展览馆，就是有很著名的小金人喷泉的全

俄展览中心)、共青团环线车站KOMCOMOnbCKAR、马雅科夫斯基站

MAPKCNCTCKAR(这个地铁站被认为是莫斯科最美丽的地铁站之一)。

    地铁绿线主要站点：红场 TEATPAnbHAR、白俄火车站 bEnOPyCCKAR

    地铁橘黄主要站点：和平大街 npOCnEKT MNPA、国民经济展览馆 BAHX

    地铁深紫线主要站点：革命广场站NNOWAAb pEBOn#UNN、依兹迈依跳蚤市场

N3MANnOBCKNN nAPK(在这里的华人形象的称之为“一只蚂蚁”，是套娃、琥珀饰品、树皮盒

⋯⋯最好的购买场所。)

    地铁浅蓝线主要站点：胜利公园站 KYHUEBCKAR

莫斯科的地铁网站（俄语）：http://www.mosmetro.ru/pages/page_0.php?id_page=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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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提示：

首先，找对线.每个地铁都有颜色的指示,你要看好是不是自己要坐的

其次，就是每个站台上面都有悬挂牌子.2块牌子 

分别表示将要到哪些站.(左边的就表示左边的车,右边的就表示右边的车)

你从地铁图上找自己要去的站，然后再从牌子上找.哪个牌子有，你就站哪侧，

路上听着报站，大概能听懂， 核对自己坐的对不对，就算不对坐回来就好了。

出租车

莫斯科的出租车远比国内城市少，出租车一律为黄色。如果车内无乘客，出租车就亮着顶灯。正

规出租车的标志为圆圈内有一个“T”字，且装有计价器。出租车价格偏高，从国际机场开到市

内宾馆，需付1500卢布，约合470元人民币。出租车订车电话：9270000或4579005。也有一些私人

汽车招揽生意，乘客可直接和司机谈价钱，价钱会比出租车便宜一些，市内约50卢布。

公交

公交票价是在站上的售票点买是15P，车上找司机买是25P，记住上车要打票，不然被查票的查到

要罚100P。有的车是自动检票，必须从前门上，有打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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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莫斯科购物

莫斯科特产：鱼子酱、当地产的白兰地和香槟、皮毛、黄金、伏特加酒、琥珀、水晶、漆盒、手

工毛麻织品。

套娃

还有富民族特色的纪念品俄罗斯木制套娃，以及绘制精美的杯子、盘子、勺子等。另外，目前比

较流行的“列宁主义者”T恤衫、苏联时期的小玩意和军用物品(军表、望远镜)，也值得买回作为

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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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菜彩蛋

国家百货公司(古姆)

位于红场东北的国家百货公司，建成于19世纪，是俄罗斯最大的商场，是莫斯科最时尚的休闲购

物场所之一。三排三层游廊式商场占地近25000平方米，店铺之多让人咋舌。昔日劣质商品及态度

极差的销售员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满目的精品和高级化妆品，无论内外的建筑构造都非

常华美。乘地铁到红场站下。

营业时间：8:30am～8:30pm；周日11:00am～7:00pm 电话：9213211。

楚姆百货商场(中央百货商场)

靠近大剧院。该商场建于1908年，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97年的重新改造装修使这一古老商

场有了现代的风格，成为当今莫斯科档次最高的大商场之一。 乘地铁到红场站或剧院站下。

马涅什广场地下商场

无名烈士墓的对面是马涅什广场。广场下有地下商场，1997年正式开放，投资3.5亿美元，历时三

年建成，属于大型地下商场，共有88家商店，16家餐厅和咖啡厅，集购物饮食为一体的综合商场

，是购物的理想场所。地铁红场站下。

购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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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阿尔巴特街

是一条具有500多年历史的老街，主要是文化商业街，店铺大多是古玩店、旧书店和珠宝店，跟北

京琉璃厂相像。这里有街头画家、街头音乐家，以及很多出售各种工艺品(包括绘有名人的俄罗斯

套娃)的街头小贩。说实话，在此买纪念品并不实惠。地铁阿尔巴特街站下。近红场。

新阿尔巴特商业街 

莫斯科最现代化的一条大街，街两侧对称耸立着一幢幢高楼，俄罗斯的一些部门机关，银行和大

公司在这些楼内办公。这条大街上还有装潢得富丽堂皇的大商店，如新阿尔巴特食品商店、爱尔

兰百货商店、莫斯科大书店。地铁阿尔巴特街站下莫斯科特维尔大街名列世界上10条最昂贵的零

售商业大街之一，是莫斯科的王府井。各种华丽的歌剧院、博物馆和现代的店铺、娱乐设施相互

糅合交错，古老欧罗巴建筑里的Dior和陈旧建筑里的动感影院，大型娱乐中心、饭馆以及游乐市

场和毫不起眼、却有着百年历史的古玩珠宝店，时光交错，让人有些恍惚。地铁红场站或普希金

广场站下。

跳蚤市场：

搭乘地铁到伊斯莫洛斯基公园站下，出地铁后左转，约走十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市集的入口。里

面的商品五花八门，举凡琥珀、蜜蜡、鱼子酱、水晶、红军表、望远镜、许愿娃娃、貂皮大衣等

应有尽有，甚至还可买到古式手枪等稀奇古怪的东西。

在跳蚤市场内的小贩多将价码抬高许多，因此买家尤需货比三家。

旅人提示：1、 挑选精致纪念品的过程中，要小心膺品鱼目混珠。

  2、 忘情购物的同时，千万要注意身旁的物品，否则丢了钱包可是大大划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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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俄罗斯节日

俄罗斯新年 

(图片由网友 @不哭不闹只上吊 提供)

在俄罗斯新年是一年中最为隆重，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每一年的1月初，是俄罗斯人狂欢的日子

，新年、圣诞汇聚于此，长达3个星期的狂欢日。

时间：每年1月

谢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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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不哭不闹只上吊 提供)

“谢肉节”源于东正教。在东正教为期40天的大斋期里，人们禁止吃肉和娱乐。 因而，在斋期开

始前一周，人们纵情欢乐，家家户户抓紧吃荤，以此弥补斋戒期苦行僧式的生活。“谢肉节”因

此而得名。

时间：每年2月- 3月  

俄罗斯复活节  

复活节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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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眼中，除了新年和胜利节，就数俄罗斯复活节最为隆重了。对于那些虔诚

的信奉东正教的人们来讲，俄罗斯复活节更是一个大典!

时间：每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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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程推荐

三日游

第一天：莫斯科大学，从莫大步行到麻雀山，然后坐船游览了莫斯科河码头离地铁站还是有些距

离的，步行30分钟，船票400RP每人晚上观看国立大马戏团的马戏以上的景点地铁1号线都能到达

，就是下来后步行距离都在30分钟左右。

第二天：新圣女修道院，红场，古姆商场，圣瓦西里大教堂，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以上的景点地铁1号线都能到达5号线的地铁站内很多车站都很漂亮，比如基辅站，新镇站，和平

大街站等，不用用车票出站，在站台上拍照就可以了。

第三天

克林姆林宫（相机镜头大于70mm不能携带入内，需要花80RP的寄包费），下午去基督救世主大

教堂附近的普希金造型艺术馆，门票350P

四日游

第一天：红场、瓦西里大教堂、国立百货商场、亚历山大花园

乘坐莫斯科地铁站(1号线红线)大戏院广场方向，就到了俄罗斯最豪华的歌剧院之一国家模范大剧

院。红场也在这个地铁站。红场上有列宁墓，可以看到列宁的遗容。进陵墓参观必须排队，分批

放行，同时不允许携带任何摄影摄像器材入内，陵墓很小，一个棺材内平躺着列宁的遗体，围绕

遗体一圈半分钟就必须出来。红场南面的瓦西里大教堂是俄罗斯独一无二的教堂，东侧国立百货

商场则是购物的天堂，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商品，品种繁多。这里还有炸鸡店，午餐可以在这里解

决。 下午，亚历山大花园，在亚历山大花园里燃烧着不灭的圣火，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永垂不朽

的烈士。时间赶得好，还可以看到俄军第一岗换岗仪式。

第二天：莫斯科赌场、芭蕾舞剧

早上起床吃过早餐，到达赌场，先看再玩，玩到了中午吃过午餐， 第二站克里姆林宫，克里姆

林宫主入口，在左腰中点的圣三一门城塔，通过一座高架桥走进入口，一进大门广场的右手边，

陈列数百门铜炮，都是俄军缴获自拿破仑大军的战利品。 进大门直行一段以后的右手边，到达

了克里姆林宫内部唯一开放的一片区域，教堂区。最先看到的，是钟王和炮王。逛这里大约需要

两三个小时。 晚上就去剧院欣赏芭蕾舞剧，芭蕾舞是俄罗斯的国粹之一，理应去感受一下。

第三天 ：莫斯科大学，直接坐到地铁莫斯科大学站，出来后过马路坐公共汽车113、119、661、

23站在莫大主楼后门下车。莫斯科大学是一幢古老的尖顶建筑，所有的院系都集中在这栋楼里面

，这栋楼是俄罗斯典型的中央集中式大楼，所有的建筑格局都紧紧的环绕着一个中心，对称整齐

，无论从哪个方向望过去，都一个模样，参观莫大校园，还可以在莫大食堂进餐。绕到莫大正门

，看到一个大广场，沿着广场往前走就来到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莫斯科。观景台附近停留一

些摆卖俄罗斯工艺品的露天摊贩，俄罗斯的工艺品品种不多，基本上都是套娃、彩蛋、杯子、冰

箱贴等。

第四天：谢尔盖耶夫镇乘电气火车前往谢尔盖耶夫镇，距离莫斯科71公里。这里有美丽的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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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的修道院做礼拜，教堂镇里最著名的“圣三一教堂”，圣三一

教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俄国修道院建筑的范本。

五日游

第一天：红场，坐地铁到胜利广场、凯旋门+坐地铁-新圣女公墓

第二天：喀山教堂（免费），然后参观了无名烈士墓+亚历山大花园+红场的特罗伊茨克塔楼(售

票处和保管行李都在这里)入克宫（内有免费厕所）+武器+珍宝馆—有时间段限制所以先看，然

后继续沿红场的围墙前行10分钟才到鲍罗维茨塔楼，武器+珍宝馆入口。+圣瓦西里大教堂(无入)+

古姆商场（内有免费厕所）+ 宣愉台。晚上去彩色大道尼库林马戏场购1000P/人票，（地铁站就

在旁边）7点看马戏，座无虚席，小型杂技为主。很多中国旅行团也来看。

第三天：莫斯科大学+麻雀山观景台+麻雀山莫斯科河游船

第四天：莫斯科→谢尔吉耶夫镇(圣三一修道院)→莫斯科→全俄展馆+15金人喷泉+宇航纪念馆.

第五天：一票游地铁站，看了几个有特色的地铁站，最后到1号红线“克鲁泡特金站”上去“基督

救世主大教堂”。步行去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无入。然后步行去阿尔巴特街（普希金故居）。

坐一站地铁赶在12:30排队入列宁墓(13:00停止瞻仰，不能带相机、背包、比入克宫还严格！) →

特维尔街(叶利谢耶夫食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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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1、简单的俄语

地铁用到的：

你好              Здравствуте   中文读音：日得拉斯特威解

在哪              Где                  

中文读音：割接

地铁              метро              中文读音：米特咯

地铁在哪？        Где метро？  中文读音：割接 米特洛？

公共汽车          автобус            中文读音：阿芙多不死

厕所              туалет              

中文读音：读阿列特

银行              банк                 

中文读音：班克

火车站            вокзал               中文读音：挖克造

今天              сегодня             

几点              какая время   中文读音：嘎嘎呀

夫列米亚（米亚2个连读）    

多少钱            сколько стойт？中文读音：丝锅里嘎 斯多以特 ？

左                налево                

中文读音：哪列娃

右                направо              

中文读音：哪普拉瓦

往前直走          прямо          中文读音：普利亚玛

入口              вход                      

中文读音：夫货的

出口              выход                   

中文读音：威货的

是               

да                           中文读音：答

不是             

нет                          中文读音：涅特

谢谢              спасибо                

中文读音：死吧C（英文读音）吧

再见              до свидание          中文读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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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达尼亚

2、如需从莫斯科前往圣彼得堡，则需要提前订票

网上订票地址：http://www.rzd.ru

网站也有英文版本，但是如果要订票只有俄文界面才可以买，建议用google的翻译对比看订票没

有问题，这个网站的工作时间是莫斯科时间10点到18点，其他时间不能买，在最后付款的时候首

先要开通3D security密码，如果实在还是付不了款的时候，可以给对方的bank写mail,

邮箱：ticket@bnk.ru， 他们会很及时的回mail（回的是俄文，用google翻译能看明白）

买的时候注意看清火车站名，比如从莫斯科出发的火车是在列宁格勒站，但是地铁到共青团站下

车后，有三个火车站都在地铁站附近，一定要问清楚，另外要看清楚火车的始发站，不是所有的

都是在列宁格勒站或者莫斯科站，要看车的始发地，保险点就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始发的车次，

另外，订的是电子客票，订好付款成功后，需要打印一张电子凭证，上面有条形码，不要折叠，

到时凭着这张凭证去列宁格勒站售票处附近的机器上打印，该机器只有俄语版，到时就请周围的

俄罗斯人帮忙吧，晚上十点左右出发，第二天6点左右到达。

3、注册：

俄罗斯规定到了一个地方后，是需要住宿的地方帮你办注册的。

4、在莫斯科过关，人比较多的时候，也不会多开几个窗口，所以过关的速度经常会比较慢，要有

耐心~俄罗斯的边检人员经常会找借口罚钱，只要签证没有任何问题，就不要怕，坚决不要给~实

在不行可以打电话给使馆。传 达 室： 9382006  领 事 部： 1431540，1431543，9561169（传真）

5、换汇：在机场换汇是比较黑的，可以先换一点，坐车用。在市区内到处都有换汇点，放心换吧

，欧元，美金都可以换，有的地方英镑也可以。

6、警察：在俄罗斯警察腐败是个大问题。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护照随时带在身上，经常会有

经常拿签证有问题做借口来要钱，而且是狮子大开口，就是欺负游客不会讲俄语，这个时候可以

打电话找使馆，或者拧着不给钱。

7、关于喝的水，注意一点，这里卖的分带气的和不带气的两种，注意不要买错了。

8、机场：回国的时候不管是打车还是坐大巴去机场，如果碰到是星期五，建议提早上路，否则出

城的路会非常堵。

9、可以打扮的美一点，这里的人很重打扮。并且基本上活动强度和难度都不大，按在国内城里的

节假日装扮即可。

10、银联卡在俄罗斯很方便，所有花旗银行（citi bank）ATM、bank of moscow和有银联标志的AT

M都可以直接从人民币取卢布现金，华夏银行的储蓄卡（借记卡，而不是信用卡）每天第一笔不

收手续费，每笔最多取20000卢布，但有的ATM机一笔只能2000卢布。银联卡各发卡行的手续费一

般在每笔0.5-1%。另外注意每一天的时间区隔是按北京时间，也就是那边的晚上8点。

所以，带一点点美金预防急用就可以了，第一身上装太多现金危险，第二exchange非常不划算。

具体银联ATM地点：莫斯科：红场GUM百货1层进去大概第三道有一个ROSBANK分行，只要商

场开业（10：00--22：00）就可以用，英文界面。但这个ATM我一笔只能取2000卢布，多了就提示

错误。

地铁охотный ряд里面有Bank of moscow自动取款机。

莫大最近的是大学站地铁旁边的商场Университи 2楼和3楼的电梯旁Приватб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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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к自动取款机。11、在俄罗斯上厕所很心痛，最贵的25rub一人次，有时候地铁站两侧，只差10

米不同公司运营的2个厕所，价格会差5-10RUB。

以下是一些免费厕所：

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售票处、存包处沿人造河向红场反方向走，地下有一厕所。

新圣女修道院外，向地铁走的途中有一街心小花园，地下有一厕所。新圣女公墓里的厕所也免费

。

全俄展览中心，举一捆麦穗的工农大门的右后方，走2min，可见一个大破白平房，是厕所。

另外所有麦当劳和大一点的餐厅、商场里也都有免费厕所。所有palace里、国立美术馆里也有，都

在室内，检票口外，存包存衣处附近。

12、阿尔巴特街一直走下去有一家中等偏大的超市（如果你有大量买烟酒巧克力带回国送人的计

划，值得单独去一趟仓储型超市，阿尔巴特街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lotte，就是韩国的乐天，具体

走法到那问问吧。更大的超市还有欧洲的连锁超市"欧尚"，俄语发音ashang），可以买补给。牛奶

和酸奶好喝。极高可可脂含量的巧克力便宜。

13、mymy有不少分店的，红场GUM商场3层尽头的57号食堂价格与取餐方式均与mymy相仿，宽

敞明亮，看着就有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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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莫斯科影音典藏

电影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Москва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1979年摄制。切尔内赫编剧，缅绍夫导演，阿莲托娃主演。1981年度奥斯卡最

佳外语片奖。这部极具观赏性的影片以曲折的人物命运取代了以往的说教，引起了各个年龄层次

观众的共鸣，不仅在国内创造了极高的票房，而且在第二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影

片的情节始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终于７０年代，影片把两个时代进行了对比，着力表现中年人的

命运，描绘了这一代人的心理状态，涉及了许多观众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如道德、幸福、人生价

值等等。片中的主人公卡捷琳娜和果沙给中国观众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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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中朋友们告诉卡捷琳娜，“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自己的幸福，一定要自己尽力去争取。

听从朋友劝告的卡捷琳娜四处寻觅，最终赢回了自己的真爱果莎。

《莫斯科保卫战》（《 Битва за Москву》）

本片是苏联为纪念二战中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伟大胜利所拍摄的一部史诗性多集宽银幕巨片。

全片分为《侵略》、《台风战役》两部，每部上下集共四集。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集中了一百

九十个师的兵力，以闪电战术入侵苏联，苏联因准备不足，在战争初期节节败退，德军直趋莫斯

科城下，双方在莫斯科展开了殊死决战。该片拍摄历时两年，耗资约六百万卢布，拍摄场面宏大

壮观，约有五千士兵、近一万名群众、二百五十名演员、二百零二名摄影师参加。这部场面宏伟

的战争和导演其他几部类似的战争片一样，都在前苏联政府的支持下，拍摄的具有很强政治性目

的的电影。影片宣扬的正义战胜侵略今天看来也是正当的，可是一些宣传国家领袖的场景明显是

一种政治需要。如果排除掉这些政治因素，但就影片对宏观战争场面的描写，依然是出色的。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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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又称莫斯科之夜，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苏联歌曲之一。特别在中国大陆，至今已至成为中国家喻

户晓的歌曲。歌曲问世于1956年，这样一首短小而并不复杂的歌曲，近半个世纪来在世界各地越

传越广，这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马都索夫斯基的诗出色地描绘了俄罗斯大自然的内

在的纯朴的美；歌曲中年轻人真诚激动的心声、萌生的爱情和黎明前依依惜别之情都和这大自然

的美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而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他那富有魅力的、水晶般剔透的旋律又支持和发

展了诗歌形象，仿佛就是从俄罗斯大自然本身诞生出来的。用作曲家本人的话来说，歌曲是“顺

着字母从笔尖底下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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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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