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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鲁塞尔概况——欧洲的首都

布鲁塞尔，太容易让人爱上的地方，它充满童趣，有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新艺术风格并驾齐驱的建

筑，有宏大的美术馆和清新靓丽的城市，还有各种巨幅的漫画墙，更有种种让人欲罢不能的美食

，这一切奇妙的融合在一起，古怪，神秘，超现实主义，就这么不知不觉的吸引了你。 

布鲁塞尔黄昏的街道，被暮色笼罩的城市，安静而美好~(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王国首都。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布鲁塞尔一直被公认为是“欧洲的首都“，

受到各大国际组织的青睐。欧盟总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约1400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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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都纷纷将总部设立于此。

然而，布鲁塞尔也绝非只是一座大型的国际会展中心，在现代化建筑的表象下，布鲁塞尔的每个

角落都涌动着艺术的元素，大广场四周集中了39座文艺复兴时期，路易时代的建筑精粹。那些哥

特式的尖顶，巴洛克式的装饰，典雅华丽的镂刻雕塑都是艺术的瑰宝，难怪连法国大文豪雨果都

称赞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 

吴佩慈在布鲁塞尔街头

布鲁塞尔也是一座休闲的城市。在参观完皇家美术博物馆、乐器博物馆、原子球、小尿童于连，

大广场，漫画博物馆以后，到欧洲最古老的购物街圣胡伯特购物拱廊逛逛，或者在附近的海鲜街

品尝特色美食，欣赏一下布鲁塞尔流派纷呈的爵士乐，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如果从高空向下俯视，布鲁塞尔就像一个巨大的台阶，虽然就只两级，但高低界限分明。高的地

方叫高城（Upper town，也叫新城），与它相对的当然就是低城（Lower town，也叫老城）,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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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中巧妙地用了比较级以和闹市（Downtown）郊区（Uptown）区别。高低两城以皇家大道（R

ue Royale）为界。

最佳旅游时间：

比利时属海洋温带阔叶林气候，四季明显，旅游时间以春秋两季为佳。

春天由3月21日至6月21日，气温为7℃到20℃之间；夏天由6月21日至9月21

日，气温为15℃到35℃之间；秋天由9月21日至

12月21日，气温为0℃到20℃之间；冬天由12月21日至3月21日，气温为-15 ℃到10℃之间。当地夏

天平均在气温13－23℃，冬天-1－5℃，全年多雾，空气湿润，冬季多雨，很少下雪，日照时间较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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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的办理

持有有效EU护照的欧盟公民无需申请签证。在六个月内，如果每次逗留不超过3个月，就可以享

受至少3个月内自由进出权。

怎样申请前往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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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个人向比利时大使馆提交申请，如果是在中国已有分支机构的比利时公司邀请的商务签证，

程序会更快捷。

如果是在比利时作短期停留（最多90天），必须向比利时总领事馆或大使馆提交以下材料：

（1）有效旅游证件（如护照），该证件有效期应比签证有效期长3个月以上。

（2）正确填写的申请表格，附2张近照。

（3）有效证明你旅行目的（比如邀请信）的材料，以及逗留安排（如预定的酒店名，私人借住地

）。

（4）有效证明你逗留期间和返还本国经济能力的材料。

（5）有效证明你有有效的旅行保险的材料，个人或团体的都可，该保险可支付你返还费用、紧急

疾病医疗费用等该证明材料需由你居住国开具。你可以联系比利时大使馆或总领事馆，询问何种

保险方式为可接受证明材料。该保险需在申根国内通用，有效期长于逗留时间。至少有30，000欧

元。

（6）交通工具证明（往返票）：签证一旦通过，你必须提交往返机票（以你的名字，不可改签）

以获取签证。

索取签证申请表格的网址：

http://www.diplomatie.be/en/travel/visa/default.asp

比利时驻中国大使馆

6, San Li Tun Lu 100 600 Beijing

Tel +86 10 6532 1737 +86 10 6532 1736

Fax +86 10 6532 5097

E-Mail:Beijing@diplobel.org

驻上海总领事馆

http://www.diplomatie.be/shanghai

Wu Yi Lu, 127号 200050 Shanghai

Tel: + 86 21 6437 6579 Fax: +86 21 6437 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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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Visa Department: +86 21 6437 1125

E-Mail: Shanghai@diplobel.org

   

2、货币兑换

现金

ATM自动取款机在城市里分布广泛。在ATM上可以使用Visa、万事达卡、Plus和Cirrus卡。但在AT

M机上进行现金交易会被银行扣手续费，特别是信用卡透支取现的操作。

兑换货币

银行和外币兑换处可以兑换货币，虽然兑换率很合理，但手续费高昂。另外，在银行兑换会收取

€1.5的费用。

信用卡

除小店外，大多数购物中心可以使用信用卡。取消现金交易和寻求帮助：

American Express（电话 026762121)，万事通卡（电话 080015096）或者是Visa卡（电话

080018397）。

货币

通用货币为欧元。有面额€500、€200、€100、€50、€10和€5的钞票；€2、€1和50、20、10

、5、2、1分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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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事项

营业时间

商店：周一到周六 上午8:30/9:00—下午5:30/6:00

银行：周一到周五 上午9:00—下午4:00/5:00，周六上午

邮局：周一到周五 上午9:00—下午5:00/6:00，周六中午

服装精品店或商店的营业时间不一，很多商店周一早上不营业，建议查看购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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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

比利时的很多景点和娱乐场所都为学生和儿童提供折扣，但家庭连票并不多见。为降低博物馆、

景点、电影院门票和火车票的费用，学生需要提前办理国际学生身份证（ISIC）。官方的“超过5

5岁”卡，是给比利时老年人的福利，外国人不享受这一待遇。不过，年龄大的旅行者可以发现其

实他们还是得到优惠了。残疾人会有相似的待遇。有布鲁塞尔卡的人可以免费参观25家指定的博

物馆，而且使用公共交通设施也是免费的。

供电

插座：两个圆孔的，万能插头也可以使用

电压：220V

网络

虽然比利时是一个电脑使用率比较低的国家，这里也很少能发现网吧，然而，越来越多的旅馆设

有无线网倒是给出行者提供了方便。浏览www.jiwire.com找到离你最近的网点吧。

公制系统

比利时使用的是公制系统。十进制用逗号标明，千进制用点号（句号）标明。在佛兰德商店里，2

50克是半磅，500克是一磅。

报纸&杂志

因为大量移民的关系，这里的报摊上不会缺少国际报纸和杂志，包括英国和美国的知名的报刊。

最受欢迎的英语杂志是Bulletin (www.ackroyd.be)

，每周四出版，有国家新闻和国家娱乐指南（Ackroyd

publishing），也出版一些方便的移民读物。

手机

比利时使用的是GSM900/1800，与欧洲其它地方以及澳大利亚的一致。但是，不同于北美及日本

的系统。在比利时的电信卖场可以选购手机，SIM卡和其它配件。目前，最好的SIM卡经销商是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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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imus (www.proximus.be) ，他们还提供一种Pay &Go的SIM卡，€25。

电话卡

使用各种各样可充值的电话卡，可以拨打比利时国内电话及国际长途

国际直拨电话代码：00

国际直拨查询电话代码：1405（英语）

国际接线电话：1324，1224

当地直拨查询电话代码：1405

报时：1300（法语），1200（荷兰语）

电视

这里有线电视的数目惊人，可以看到国际频道，如BBC,、CNN 、MTV等。一些说荷兰语的电视

台还定时地播放一些英语的电视剧和电影，通常都有对白字幕，有时还有有趣的配音。

小费

给小费在这里不是必须的，因为服务费和增值税（VAT）都已经包含在旅馆和餐厅开的价格里了

。但是，如果很欣赏他们的服务，也可以另付小费。

卫生间

使用公共卫生间的费用从€0.30到€0.50不等，付给服务员就行。但是街边厕所差别十分大，只有

男士厕所随处可见。

语言

比利时的三大主要的语言是佛兰德语（弗拉芒语），法语和德语。说佛兰德语的人主要分布在佛

兰德（北部）地区。说法语的人居住在南部的Wallonia。

在比利时旅行您不得不习惯在佛兰德语和法语中间转换。在布鲁塞尔，除了路标、时刻表和火车

布告板外，其它标牌都仅用当地语言书写，所以您需要知道该地区在这两种语言里的名字。不过

，在布鲁塞尔旅行者大多数时候可以使用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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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备物品

护照、现金、银联卡、信用卡、机票、相机、手机、电源转换器、记事本、笔、常用药品、长袖

衣裤、短袖衣裤（根据当地季节着装）、洗漱用品、拖鞋、帽子、墨镜、防晒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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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布鲁塞尔最棒体验

   

1、滑落在丝般的巧克力世界里

沿着布鲁塞尔的街道逛着，大口呼吸着新鲜湿润的空气，忽然间就会闻到一丝甜甜的味道，寻着

香味前去，当然就发现了比利时人最引以为豪的巧克力！ 

(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空气中的甜蜜气息是那样的美好！朱古力喷泉就像童话那样美妙到不真实，看着路人纷纷走进店

里，过一会儿就抱着一个精制的袋子出来，腮帮子还鼓囊囊地大嚼着巧克力，满脸的喜悦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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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就会忍不住自己的脚步，投身到选购的人群中，把各种形状可爱，口感丝滑的巧克力装满袋

子，甜蜜的塞了一颗又一颗到嘴里，这时候，还想什么减肥的事儿啊，人生有些时刻必须拥有，

比如此时，滑落在丝般的比利时巧克力世界里⋯⋯

   

2、开怀畅饮水果啤酒，让舌尖的味道缤纷起来

比利时啤酒除了使用啤酒常用的大麦做为主要原料之外，还喜欢添加香料与水果，使得比利时啤

酒展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蛇麻草（hop）、橘子皮等是比利时啤酒普遍加入的香料，特别是蛇

麻草，这种香料可以凸显啤酒芳香的气味，蛇麻草在啤酒发酵过程放入的时机不同，也会产生不

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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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水果则是比利时啤酒特殊风味的另一位要角，莓类水果尤其常被使用。水果在发酵进行中转换成

醣份，这种酒在比利时被称为Kriek，是啤酒中的粉红香槟，鲜艳诱人的颜色与酸甜的口感，完全

没有一般啤酒苦苦的味道，特别受到女孩子的喜爱。就算是平常很怕啤酒苦苦味道的女生，也可

以开怀畅饮这么漂亮和美味的水果啤酒了呢！

   

3、探访小于连，尽情欢撒胜利的喜悦

小于连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小孩儿了，他的故事我们从小就有所耳闻，他可是我们幼小心灵里勇敢

和聪明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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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步行区，随着密集的人流，你就能找到这个叉腰亮肚，无拘无束地在人们面

前撒着“尿”的小男孩，他姿态生动，形象逼真。你会诧异于他比你想象中小很多，塑像高半米

左右，坐落在一个约两米高的大理石雕花的台座上，微卷的头发，翘着小鼻子，调皮地微笑，十

分天真活泼。

这个雕塑可是已经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了。传说，当年为了制服布鲁塞尔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

治者打算用炸药把这个地区炸毁。在一个万籁俱寂的黑夜里，日耳曼士兵就在一条叫埃杜弗的僻

静的小街上埋下了许多炸药，这时，小于连发现了日耳曼士兵，躲在一边，等他们点燃了导火线

，从边上撒了一泡尿，浇熄了导火线。人民为了纪念机灵的小于连，修建了这个雕像，并且一直

让他尽情欢撒着胜利的喜悦！

   

4、浪漫蕾丝花边，弥漫着复古风情

早在1600年，蕾丝就悄然在比利时开始盛行，男人们忙于在外经商，闲在家中的女人便用蕾丝将

思念和时间编织成精美的花边、桌布、衣衫，用精致的情调点缀悠闲安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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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比利时的蕾丝巧夺天工，其精美程度堪称世界一流，无论用来做衣物的点缀、桌巾的装饰都相当

美观漂亮。手工蕾丝制成的婚纱礼服，吸引女孩子的无比喜爱，但由于是纯手工的制作，所以价

格比较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花边的制作者都是传统妇女。现在，在布鲁塞尔--梭结花边的中

心，仍有许许多多懂这门工艺的妇女手工制作这错综复杂的花边。尽管现在已有许多国家都生产

机织的花边，但仍有许多人前来购买比利时手工织的花边来作为纪念品。

复古风渐渐风靡，蕾丝的浪漫和可爱，让女生们都挪不动脚，在这布鲁塞尔精美的蕾丝世界里，

纵情徜徉一会儿，那所有的公主情结和白日梦就都浮现在脑海了。

旅人提示：

推荐购买地点

Manufacture Belge de Dentelle

城市最大的花边制造商，1810年就涉及此行业，出售品种齐全、价格公道的古代和现代的花边。

地址：Galerie de La Rrine 6-8(在胡贝特长廊内)

   

5、在蓝精灵的陪伴下，踏寻儿时的漫画王国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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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蓝精灵就住在这了，走在布鲁塞尔的街头，你到处可以碰见蓝精灵和别的卡通人物。他们在布鲁

塞尔巨大生动的漫画墙上、漫画书店、漫画人物礼品店、漫画博物馆、甚至连街道也灌上了漫画

人物的名字，简直就是一座中世纪的童话城堡。也许正如漫画里的主人公一样，比利时人同样保

持着乐观、纯朴、善良，喜欢自我嘲讽的个性，正是这种民族心态为漫画的流行和漫画家的出现

提供了最理想的创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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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6、在马克思的座位上，怀着仰慕的心情，感受共产党宣言

在布鲁塞尔的广场上，有一栋五层建筑，名叫“白天鹅餐厅”。在一楼，有一个铜牌，标注了一

位客人的名字，这个位子，永远留给了一位客人。铜牌上的名字，是“卡尔�马克思”。

历史也因此铭记住了这个咖啡馆。因为，《共产党宣言》诞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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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就是《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这本薄

薄的小册子在伦敦一家不大的印刷所出版，犹如无穷黑暗中，骤然迸发出一线光芒，映亮漫长的

人类历史，至今不灭。

  １８４５年２月，马克思来到布鲁塞尔，就在这个楼里，他找到了思想与心灵的居所。在这里

陪伴他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起草了比利时工党的《共

产党宣言》，如果能够给人类历史配上音乐的话，当年，那两位不到３０岁的德国年轻人在一个

光线晦暗的咖啡馆里奋笔疾书时，他们的笔下，应该伴随着风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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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时至今天，大胡子的马克思虽然不再坐在角落里，布鲁塞尔的白天鹅咖啡馆，依然是无数中国人

心中的圣地，这些纷至沓来的中国游客，我们的父辈，或许就曾经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获得过

信仰力量的中国革命者！

   

7、滑铁卢古战场，遥想金戈铁马，不以成败论英雄

1815年6月18日下午5点，从这一时刻起，滑铁卢一词将出现在所有文明之邦的词典里，并成为一

个表示最终失败意义的名词。” 那是一个充斥着宿命的轮回与戏剧性转折的舞台；这舞台上的一

声雷、一阵风、一丝雨、一捧土改变着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战争的最终胜负却出乎了当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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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意料，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的法国人雨果也只能扼腕惋惜，“在滑铁卢上演的是一场一流的

战争，而得胜的却是二流的将军。”的确，在我们的心里，输掉的是世界瞩目的大英雄。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在这场激战中，双方投入的兵力约18.5万人，动用了430门大炮，战线总长却只有2.25公里。可以

想象这2.25公里之内，就好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不断吞噬双方士兵的生命，血色残阳之下，5万

以上的士兵失去生命。 

                                               25 / 7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19&do=album&picid=47085&goto=down#pic_block


�������

布鲁塞尔：小城大爱

当你站在这里，遥想当年的情景，可以引用雨果戏剧故事里的一幕：

威灵顿立在那里，冷峻而英勇。炮弹雨点似地落下来。副官戈登刚死在他身旁，上尉希尔指着正

在爆炸的炮弹向他说，“大人，如果您身遭不测，您有什么指示给我们呢？

我那样去做。”威灵顿面向他的部下，简短地说，“守在此地，直到最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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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布鲁塞尔景点

   

1、小于连撒尿雕像

全球最著名的可爱小孩之一——尿尿小童是来到布鲁塞尔的游客必定要拜访的人物。他的塑像以

青铜制成，高60厘米，建于1619年，树立于布鲁塞尔市中心区恒温街（Rudel’Etuve）及橡树街（

RuedeChene）转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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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这个铜像个头不大，跟普通五岁小孩子一般大小，可是几百年前他的一泡尿却拯救了这个城

市，到后来不光布鲁塞尔的人们纪念他，就连来比利时参观访问的各国元首也都对他关爱备至，

总不忘给他捎件小衣服，怕他着凉。

   

2、皇家美术博物馆

著名的皇家艺术博物馆位于大广场区的北方，展出比利时从古到今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如Rober

Campin，Rogervander Weyden，Peter Breughelthe Elder等。 

(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博物馆分为古典美术馆和现代艺术美术馆。前者展出公元18世纪以前的古典画作，以颜色为分区

。蓝区为15-16世纪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Peter Breughel的“the FallofIcarus”；棕色区则展出1

7-18世纪的作品。后者一样以颜色分区。黄区有从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到象征主义

的名作；绿区是以现代美术及雕塑为主，如野兽派、立体派、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

，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达利之“圣安东尼的诱惑”和法兰西斯之“培根的枭与教皇”可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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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门票：成人5欧元，儿童3.5欧元

开放时间：周二-周日 10am-5pm

   

3、圣米歇尔大教堂及圣古都勒大教堂

教堂的历史始于1047年，是在原有的圣米歇尔小教堂基础上建成。1226年开始对教堂进行规模宏

大的扩建，一直持续了两个半世纪才完成，从而使大教堂结合了从罗马艺术到哥特艺术兴盛时期

多种建筑风格。大教堂内部长110米，宽50米，高26米，宏伟壮观。中殿立柱上装饰着耶稣12门徒

的雕像。 

(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4、漫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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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小城大爱
漫画博物馆位于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Grand Magasin Waucquez为Victor Horta设计的建筑物，本来

只是一般的公寓，现在改装成漫画博物馆，收集了许多欧洲著名漫画家的画册和动画作品。博物

馆入口处站着比利时的著名小记者“丁丁”和他那条可爱的小狗。漫画博物馆共有3层。第一层向

参观者介绍了漫画是如何产生的。第二层介绍的是从上个世纪初到上个世纪60年代比利时最活跃

的漫画家。第三层的名称是“比利时现代漫画博物馆”，上百件展品概括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

年代比利时漫画的发展情况。

门票：7欧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10am-6pm

   

5、布鲁塞尔市政厅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众多建筑物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市政厅，这座歌德式建筑物是布鲁塞尔的城市

地标。建筑物分两期建造，规模较大的左半部建于1402年，1455年建造右半部时，由Philipele Bon

主持建造了塔楼和96米高的尖塔。塔尖有一座5米高的风向标，是布鲁塞尔守护神圣米歇尔的雕像

。传说布鲁塞尔的领主曾因圣米歇尔相救而幸免于难，领主为此授予圣米歇尔布鲁塞尔守护神的

称号。市政厅的走廊内布满了壁画。在众多的肖像画中有比利时的君主，有曾经统治过布鲁塞尔

的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的国王，还有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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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6、布鲁塞尔大广场

大广场是古代布鲁塞尔市的中心，大文豪雨果称其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广场呈长方形，

长110米，宽68米，地面全用花岗岩铺砌而成。大广场上最醒目的建筑是布鲁塞尔市政厅，它是比

利时最典型的哥特式建筑，整个建筑建于三个不同时期，经一再扩建增修，才到目前的规模。市

政厅对面曾是法国路易十四的行宫，现为国家博物馆。市政厅左侧门上有个天鹅雕像的是天鹅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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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此共同草拟《共产党宣言》。 

(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环绕广场的其他建筑物多分属各种行会组织，如船夫、裁缝、粉刷匠等等，每个行会建筑的门上

的雕塑是本行会的崇敬人物或象征性动物的雕塑。由于修建时期的不同，这些大厦体现出哥特式

、巴洛克式、路易十四式等等多种多样的建筑风格。其中正面装饰有19尊历代布拉班特公爵半身

雕像的布拉班特公爵大厦最为威严而壮观，这组由六座大厦组成的建筑群建于1698年，是磨房主

、木匠等行会所在地，而现在这里已成为可可和巧克力博物馆。

大广场的历史可追溯至12世纪，是布鲁塞尔第一个贸易市场，第一批木制建筑几乎全部由当时的

行会修建，常有菜农、工匠、屠夫及鱼贩光顾。13世纪，第一批室内市场出现，广场开始显现出

雏形。15世纪时，在勃艮第公爵的统治下，广场地面经过铺砌，兴建了新的行会大厦和市政厅，

广场变得焕然一新。1695年，路易十四的炮火几乎摧毁整个广场，但经过五年的重建，广场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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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更加壮丽，集合了歌德式、文艺复兴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建筑精粹。大广场是比利时许多重

大革命事件的历史见证，1830年革命爆发，就是在这个广场发生的。从1971年开始，每隔两年，

在8月15日前后的周末，布鲁塞尔广场都会有一项盛大的庆典：铺设花毯。花毯精选根特地区种植

的秋海棠，每次以不同主题设计，花卉用量高达80万株。 

   

7、滑铁卢古战场

滑铁卢古战场，位于布鲁塞尔以南18公里索瓦尼森林尽头的滑铁卢小镇附近，1815年6月18日傍晚

，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荷联军及普鲁士军队就是在这里围困并最终击败拿破仑，从而结束了这位

传奇人物纵横欧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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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1826年，人们在盟军奥伦治的威廉王子受伤的地点堆成一座小丘，山顶上安放一头长4.5米、高4.4

5米、重28吨的铁质巨狮，相传此狮是用拿破仑军队丢弃在战场上的枪炮铸成的。

   

8、“小欧洲”公园

“小欧洲”是布鲁塞尔的欧洲各国著名景观微缩公园的简称，又称“迷你欧洲”，位于布鲁塞尔

西北部风景如画的布鲁塞尔公园内。 “小欧洲”占地25万平方米，里面荟萃了欧洲闻名世界的宫

殿、教堂、修道院、古堡、神庙、广场、港口、高塔和名人的故居等300多个名胜古迹，从各个不

同的侧面反映了欧洲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表达了欧洲各国要求加强欧

洲联合的愿望。

   

9、布鲁塞尔原子球

为比利时1958年在此地的展览中心举办的布鲁塞尔博览会所设计的标志建筑。设计者希望通过这

一巨大的建筑表达微小的原子概念，并显示人类和平利用原子的前景。构思来源于原子结构图，

九个巨大的金属圆球由粗大的钢管连接构成一正方体图案。可乘电梯到达离地100米高的顶端圆球

观赏布鲁塞尔的风景。其他圆球中为各种主题的科技展览厅。分别陈列有太阳能、和平利用原子

能、航天技术、天文等方面的展品，以及有关比利时气象事业的发展史、卫星气象、气象雷达、

气象通讯方面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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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小城大爱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门票：成人9欧元

开放时间：10am-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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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边的迷人风光

   

1、安特卫普

安特卫普位于比利时西北部斯海尔德河畔，是比利时最大港口和重要工业城市，面积140平方公里

，居民大多使用荷兰地方方言，工商界主要使用法语。安特卫普是欧洲著名文化中心，是著名艺

术大师罗宾斯和冯�狄克的诞生地，也是世界著名的游览城市。人们被其吸引的是它的三大看点

：一是保存完好、充满中世纪情调的旧市区古老建筑；二是神秘的钻石加工和交易；三是有世界

声誉的绘画艺术和众多的博物馆，建有罗宾斯故居博物馆、皇家艺术博物馆、国家海运博物馆以

及钻石博物馆等。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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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小城大爱
交通：安特卫普的中央火车站有火车往返布鲁塞尔，6欧元，35分钟即可到达。

   

2、布鲁日

被誉为"比利时的威尼斯"。布鲁日位于比利时西北部弗兰德平原，距北海14公里。它是欧洲游览

胜地也是浪漫的观光客趋之若鹜的地方，BRUGGE荷语是“桥”的意思，布鲁日还是座水城，河

道遍布城里，很多建筑是依河道而建，现在布鲁日有50座以上的桥是，标准的水上都市，其建筑

以哥德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式样为主体，布鲁日中世纪曾经是欧洲著名的港口城市和商埠；如今

的布鲁日完整地保存了中世纪的城市整体风貌，护城河、城墙等，城市内很少有机动车和柏油路

。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交通：每半小时至一小时有车开往布鲁塞尔，11.8欧元，用时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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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特

根特市是拥有优良港湾的港口城市，是中世纪风情浓郁的观光城市。中古会堂的遗迹，古城遗址

，庄严的大教堂吸引着大量的观光客。1816年创立的根特大学是佛拉门文学的中心。圣巴伯教堂

里的《对神秘羔羊的膜拜》被誉为15世纪佛拉门绘画艺术的杰作。市内有比利时屈指可数的美术

馆，博物馆，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水平。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交通：每半小时到一小时有列车往返布鲁塞尔，7.4欧元，车程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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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布鲁塞尔美食推荐

   

1、特色美食

白酒蒸贝 

(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白酒蒸贝是布鲁塞尔最著名的特色菜，当地本身盛产海鲜，在众多海鲜中最上乘的当属贻贝，在

众多平烹调贻贝的方法中，用当地特产的白酒蒸为最上乘，白酒的香与贻贝的鲜充分融合在一起

，相信是各国游客都吃得惯的美食。价格是不便宜的，通常25－35欧元一道。布鲁塞尔各大小餐

馆均吃得到。

Stoemp蘸土豆泥 

                                               39 / 7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83&do=album&picid=47247


�������

布鲁塞尔：小城大爱

(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Stoemp是布鲁塞尔当地特产的一种鱼，到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准确的译文，只知道这种鱼类似鳝鱼

，味道鲜美。当地人喜欢将这种鱼蘸着土豆泥一起食用，是当地人非常标准的晚餐食品，值得试

试。通常12－18欧元一套。 

蔬菜汤

蔬菜汤作为布鲁塞尔的特色菜之一，应该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据说是从英国传入的方子，经过

改良而成。目前在布鲁塞尔非常火爆，家喻户晓。不过这种汤的味道，第一次喝的人有可能会觉

得有点怪，因为汤里面融合了奶酪的味道，价格一般6－8欧元。

啤酒节蛋糕

布鲁塞尔拥有350种以上的啤酒，是名副其实的“啤酒城”，为了庆祝，当地每年都会举办啤酒节

，啤酒节期间，布鲁塞尔几乎是全民性的狂欢，制作各种美食蛋糕，美味异常，缤纷异常，绝对

值得品尝。

果仁糖 

                                               40 / 7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273&do=album&picid=47015&goto=down#pic_block


�������

布鲁塞尔：小城大爱

果仁糖最初于1912年由布鲁塞尔的Neuhaus一家发明，起初糖果的里面只是填满巧克力，几经改良

，糖内核添加了干果果仁、杏仁和蜂巢等馅料，而外面裹着高品质的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或者

白巧克力。

华夫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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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来人把朕拖出去 提供)

华夫饼之于布鲁塞尔人，就像煎饼果子对于天津人一样，不可不尝。

   

2、推荐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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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美食街

从国王大厦往外走，到 Marche aux Herbes 大道，左手边有条小路，这条小路称作“肉铺小路”，

穿过两侧餐馆林立的小路就到了“肉店街”，这两条路是布鲁塞尔餐馆集中区，是当地非常著名

的美食街，在那里游客能够品尝到非常正宗的布鲁塞尔菜肴，也能吃到欧洲很多其他国家的菜肴

，比如英国菜、法国菜和意大利菜，应有尽有。

Sea Grill

据说Sea Grill是布鲁塞尔甚至是整个比利时最好的海鲜餐厅，这里有着无可挑剔的口碑（具有两颗

Michelin星）。就如同这家餐厅的星级地位一样，这里的环境也同样的优雅安静，而手艺高超的厨

师更是以饭菜来为自己作宣传。上等的海鲜在制作过程上非常复杂，还要保持“从大海而来”的

新鲜口味，但这一切在Sea Grill都显得易如反掌。

网址：www.seagrill.be

地址：Radisson SAS Hotel, Rue du Fosse aux Loups 47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中午-下午2:00 晚上7:00-11:00； 周六 晚上7:00-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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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De Brouckere

Le Fils de Jules

这家餐馆非常受当地人欢迎。这里的服务人员和顾客们都已经熟识了，所以菜单是没有必要的。

整个餐馆的环境比较简单，这样就更加显出饭菜的色香味俱全。这里的菜单会有季节性变化，但

是常年都会有foie gras（配上小扁豆会更加美味），新鲜的鱼以及上等红酒。

网址：www.filsdejules.be 法语网站

地址：cnr Rue du Page & Rue Americaine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中午-下午2:30，晚上7:00-11:00，周六周日 晚上7:00-11:00

En Face de Parachute

这里不仅气氛温馨而且菜肴的口味也很棒，难怪很多当地人也成了这里的回头客。听小店的老板

说，这里之所以吸引人的秘诀在于绝对新鲜的原料和精心细致的制作。建议您尝尝这里的日本金

枪鱼tartare，主菜推荐厨师精心烹制的肉菜。不过鉴于客流量大的原因，您还是提前预约比较节约

时间。此外，这里不接受信用卡。

地址：Chaussee de Waterloo 578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 中午-下午2:00以及晚上7:00-10:00

A.M. Sweet

讨人喜爱的A.M.

Sweet糖果店，经营各种包装精美的比利时巧克力、饼干和糖果，还有从巴黎进口的Freres Mariage

茶叶，这些都是馈赠亲友的绝好礼品。此外，这里还有自制的蛋糕、派和糕饼，您可以选择带回

宾馆细细享用，或者就在店内品尝。

地址：Rue des Chartreux 4，Lower Town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上午8:30-晚上7:00

地铁：Ste-Catherine

有轨电车：Bourse

Pierre Marcolini

这是整个比利时最古老的巧克力制造商。他们不但具有最别致的店铺、最精美的包装以及最好的

果仁糖，他们的巧克力也一直包揽各大奖项。

网址：www.marcolin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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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lace du Grand Sablon 39，Sablon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 上午10:00-晚上8:00；周五 上午10:00-晚上7:00；

周六 上午9:00-晚上9:00；周日 上午9:00-晚上 7:00

地铁：Porte de Namur

Neuhaus

Neuhaus坐落在豪华典雅的Galeries Royales St-Hubert大街上，这里的橱窗向路人展示了令人馋涎欲

滴的精美巧克力。此外，这里还有很多远销世界的盒装纪念品。

网址：www.neuhaus.be

地址：Galerie de la Reine 25-27，Lower Town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上午10:00-下午8:00；周日 上午11:00-晚上 7:00

地铁：Gare Centrale

In't  SPinnekopke

这里曾经是18世纪的一家马车旅馆，历史悠久。如果您想体验一下“真正的布鲁塞尔风格”，那

么这里很值得尝试。建议带着好胃口品尝一下这里经典的啤酒浸泡的比利时主食－覆盆子啤酒烩

几内亚家禽。

网址: http://www.spinekopke.be  http://www.spinekopke.be

地址：Place du Jardin aux Fleurs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11:00-晚上11:00，周六 晚上6:00-午夜

地铁：Ste-Catherine

有轨电车：B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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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布鲁塞尔购物

布鲁塞尔当地的特产有蕾丝饰带、皮革制品和亚麻布等，在大广场周围的商店里可买到撒尿小童

雕像、蕾丝花边工艺品、贝壳型巧克力和原子球馆模型等。每年到了1月5日-2月4日和7月5日-8月4

日，都是布鲁塞尔打折的特卖期，这时候也是商场中人最多的时候，这时候购物也是最划算。

   

1、布鲁塞尔特色商品

蕾丝 

比利时蕾丝的精美程度堪称世界一流，都是纯手工制作，价格昂贵。比利时那错综复杂的花边样

式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匹敌的。 比利时的花边贸易出现在文艺复兴早期。君主查尔斯五世

颁布法令，称“花边制作技巧是全佛兰德斯(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 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

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修道院的女人必修的一门技术”。

从此，花边变得流行起来了，在领子上、衣袖上等等，处处可见不同图案的花边。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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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比利时号称啤酒王国，啤酒的种类达到一百多种，浓度、颜色、口味丰富多样。比利时140多间啤

酒厂生产的啤酒种类至少可以分成10种以上，详细区分的话甚至可达几十种，这也是比利时啤酒

予爱酒人无穷无尽的乐趣所在。欧洲的出家人似乎与酿酒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利时啤酒中相

当重要的流派即是「修道院啤酒」（Monatic Beer），修道院啤酒又分为真正由修道士亲身参与酿

制的Trappist，和授权非修道院酒厂制作的Abbey Beer。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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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巧克力是比利时的名产之一。巧克力作为比利时的特产与瑞士巧克力齐名，味道从传统的榛子和

易溶的糖衣杏仁口味一直到最有异国情调的香蕉味、草莓味和朗姆酒味，应有尽有。

卡通纪念品

布鲁塞尔是卡通的王国，各种卡通形象的纪念品也是林林总总，挑选自己喜欢的买几个吧，或者

带回家里面送给朋友，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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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2、推荐购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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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白兔子 提供)

讷沃街Rue Neuve

在全长600米的街上，汇集了大购物中心、百货店、电影院、时装商店等等，是布鲁塞尔最著名的

商业区。

圣赫伯特购物拱廊、胡贝特长廊Galeries St.Hubert

位于国王大厦后方的购物拱廊，也是欧洲最古老的拱廊，拱内部以爱奥尼克式壁柱装饰，水晶名

店、巧克力店林立两旁。

细沙区QUARTIER SABLON

这个地区原来是布鲁塞尔老城外围的一个多沙沼泽，如今，这里成了古董店铺、奢侈商店和餐厅

云集的地方，也是游客最爱光顾的地点。从15世纪开始，沙地广场(PLACE DE SABLON)就开始接

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淘宝者了。每周六9点到18点，每周日9点到14点，这里都会有一场古董沙龙。

摊商们支起红绿相间的棚子，等待着游客的光临。这个市场里很少有家具，但是装饰艺术品、油

画、雕塑、俄罗斯铜器等等却非常丰富。

热德巴勒广场Place du Jeu de Balle

是马里奥勒地区的中心。每天早上都设有跳蚤市场，周六、周日的上午（13：00以前）更加热闹

。这里的市场说是古董市场，其实也就是个旧货市场，也有可能在这儿买到很别致的东西作为礼

                                               50 / 7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719&do=album&picid=47095&goto=down#pic_block


�������

布鲁塞尔：小城大爱
物带回去。

Innovation

这里是布鲁塞尔比较大的购物中心，旁边还有一个购物中心City2，地下一层是布鲁塞尔很著名的

连锁超市GB。

Delvaux

创业于1829年的高级品牌店，被成为比利时的GUCCI，古老的制作技术传至现在。其样式素仆而

又有品位，做工精良，一直深受好评。

地址:Bd.de Waterloo 27

电话:32 02 5130502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8：30

Godiva

比利时的巧克力中，最有名的就是Godiva，它属于高级巧克力，所以价格也相对比较高。

地址:Grand Place 22 1000 Bruxelles

电话:32 02 5112537

开放时间:09：00-22：00

MARY'S

独一无二的价廉巧克力店，店铺装修有特色，出售的巧克力全是手工制作，味道与众不同。

地址:RUE ROYALE 73

电话:32 02 2174500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10：00—18：00；周日关闭

DANDOY

1829年开张的老字号蛋糕店，卖的华夫饼滋味特别。

地址:Boterstraat rue de Beurre 31

电话:32 02 5126588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8：00—18：00；周日10：30—18：30

Manufacture Belge de Dentelle

城市最大的花边制造商，1810年就涉及此行业，出售品种齐全、价格公道的古代和现代的花边。

地址：Galerie de La Rrine 6-8(在胡贝特长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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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bbrecht

专营布鲁塞尔手工花边，经营策略没有象撒尿小童边上那些店铺那么狡猾，但这里的货品却货真

价实。

地址：Grand-Plac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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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布鲁塞尔住宿

布鲁塞尔的酒店比较昂贵，这要“归功于”那些欧共体官员和记者，因为他们在工作日期间的花

销给他们和酒店带来了双赢的局面。然而在欧洲处于夏季的几个月里，（五月到九月），那些趁

酒店房间打折来旅游的人们充斥着布鲁塞尔。周末来布鲁塞尔旅游的话可以在一些非常豪华的酒

店拿到相当优惠的折扣。

不管是便宜还是豪华，您会发现布鲁塞尔的酒店、小旅店和附送早餐的旅馆都是那样干净和舒适

。虽然中档酒店的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不过要是住像莫扎特饭店（Hotel Mozart）那样风格鲜明的

酒店的话，这点不足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一些顶级酒店和豪华酒店采用独立运作的方式，不会

参考任何标准。

   

1、顶级酒店

(图片由网友 @首钢锅炉工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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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Windsor Hotel

这家酒店靠近大广场，虽然外观十分老式，（六层中的三层是指定非吸烟楼层的“标准”间）但

其现代化的装饰风格，绝对物有所值。不过最大的惊喜还当属那几间由本土设计师设计的时髦的

“时尚套间”，尤其是那间由Marina Yee设计的未来主义风格的房间。

电话：02 505 55 55

网址：www.royalwindsorbrussels.com

地址：Rue Duquesnoy 5, Lower Town

地铁：Gare Centrale

Hotel Manos Stéphanie

这家装饰豪华的酒店靠近路易斯大街（Ave Louise）的购物区，有比起Hermitage Museum（东宫）

有更多的镜子、油画和古董。克服了初来乍到的震撼感以后，您会发现这家酒店是多么怡人和经

营有道，令人不愿离去。

电话：02 539 02 50

网址：www.manoshotel.com/stephanie

地址：Chaussée de Charleroi 28，St-Gilles

地铁：Louise

Hotel Manos Premier

这家酒店是不远处四星级酒店Hotel Manos Stéphanie的五星级姊妹酒店，更为惬意和吸引人。该

酒店只有35间精品房和15个套房，家具都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有很可爱的私人花园，

私密性十足，以及一个真正的土耳其浴室和一家高雅的法国餐厅Kolya。

电话：02 537 96 82

网址：www.manoshotel.com/premier

地址：Chaussèe de Charleroi 100-106，St-Gilles

地铁：Louise

Hotel Le Pl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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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修缮的Plaza酒店吸引着众多明星，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会受到宾至如归的招待。宽敞的标准

间已经很漂亮，如果升级到豪华房间恐怕您就会推迟退房时间了。来戴上墨镜，变变模样，美美

地享受一下这里奢侈的早餐吧。

电话：02 278 01 00

网址：www.leplaza-brussels.be

地址：Blvd Adolphe Max 118-126

地铁：Rogier

   

2、中档酒店

(图片由网友 @普罗米修斯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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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Saint Michel

圣米歇尔大酒店是布鲁塞尔大广场区域唯一的大酒店。很显然，如果您在这里订房的话，最好订

一个朝向大广场的房间。虽然这家酒店享有卓越的经营业绩，然是其硬件设施却没有您想象中的

那般豪华。然而，比邻酒店的大广场和广场上络绎不绝的游人却是不可多得的风景。

电话：02 511 09 56

网址：www.hotelsaintmichel.be

地址：Grand Place 15, Lower Town

地铁：De Brouckère

有轨电车：Bourse

Hotel Noga

诺佳酒店是中档酒店中最好的选择，它坐落在圣凯瑟琳广场附近安静的街道上。这里有体贴周到

的服务，还有别出心裁的内部装饰。与雍容华贵的公共空间相比，客房的装饰虽然显得简约了一

些，但却也是一尘不染，整洁雅致。此外，酒店还设有台球厅，互联网商务空间，以及一个精致

的小型图书馆，向顾客提供旅游信息以及一些小说读物。

电话: 02 21867 63

网址: www.nogahotel.com

通讯地址：Rue du Béguinage 38，布鲁塞尔下城区

Hotel Mozart

热爱莫扎特的人一定对这家酒店情有独钟，虽然它和莫扎特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从大广场过一

个十字路口就到了这里，不过千万不要被它平淡的外表所骗。房间和走廊风格古朴，令人叹为观

止。单人房过于小巧，夫妻最好选择比标准双人房要大些的“行政间”。

电话：02 502 66 61

网址：www.hotel-mozart.be

地址：Rue du Marché aux Fromages 23, Lower Town

地铁：Gare Centr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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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 Art Hotel Siru

虽然“Comfort”的酒店标志破坏了这座风格独特的塔楼建筑的风格（该酒店始于1932年），但这

还是无法掩盖其内部的完美，房间和公共区域里看起来都像是当代艺术作品。每间房间的装饰风

格都独一无二，使得大多数小巧的房间看起来非常漂亮。

电话：02 203 35 80

网址：www.comforthotelsiru.com

地址：Place Rogier 1，St-Josse

地铁：Rogier

   

3、经济酒店

Sleep Well

这家经营有道的旅店坐落于靠近Place des Martyrs的中心位置。酒店有寝室风格的房间（从早上11

点到下午3点实行门禁），而新近的“安睡之星客房”（Sleep Well Star Rooms）有其独立的设施，

而且没有门禁。这是一家经典的商务旅店，客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个结交其他旅行者的绝佳之地

。

电话：02 218 50 50

网址：www.sleepwell.be

地址：Rue du Damier 23，Lower Town

地铁：Rogier

Hotel Galia

Galla大酒店坐落在一个很有情调和美感的位置，从窗口外就可以俯视著名的Marolles跳蚤市场（每

天早七点到下午两点）。经过近期的扩建，这家酒店在装璜上富有喜剧色彩，而且房间干净整洁

，物有所值。

电话：02 502 42 43

网址：www.hotelgalia.com

地址：Place du Jeu de Balle 15-16, Marolles

地铁：Porte de 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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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à la Grande Cloche

如果您想远离闹市区的喧嚣，那么这家坐落在Place Rouppe路上的历史悠久的酒店就再合适不过了

。这家酒店的地理位置很好（从这里到大广场步行约10分钟路程），重新装修以后的房间大小适

中，加之优质的服务，您一定会感到物超所值。

电话：02 512 61 40

网址：www.hotelgrandecloche.com

地址：Place Rouppe 10, Marolles

地铁：Gare du Midi

有轨电车：Annees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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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布鲁塞尔交通

   

1、到达布鲁塞尔

飞机

主要的国际航班抵达布鲁塞尔国际机场（BRU; Zaventem Airport）坐落在布鲁塞尔市东北方，距离

市中心13公里。由中国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空公司主要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中

国南方航空公司，北欧航空公司，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等。

布鲁塞尔的第二大机场Brussels South Charleroi Airport在城市东南46公里，由Wizz Air

(www.wizzair.com) 和Ryanair (www.ryanair.com)航空公司运营。

火车

比利时铁路（Belgian Railways）

国家铁路服务是由Belgian Railways (比利时铁路) (NMBS/SNCB;电话：025282828 www.b-rail.be

)提供的。他们的标识是椭圆形里面有一个字母“B”。他们提供四种服务：InterCity(IC)城际火车

速度最快，InterRegional(IR)地区间火车，local(L)地方火车，peak-hour(P)高峰时刻火车（只在某些

特定站停车）。通常IC和IR每小时或者每半小时发一次车通往比利时其它的主要的站点（比如安

特卫普，布鲁日和根特）。所有的火车都分头等车厢和普通车厢也分吸烟区和禁烟区。每一个布

鲁塞尔的主要车站：Gare du Nord、Gare Centrale、Gare du Midi都设有咨询室。

高速列车Thalys

Gare du Midi是国际旅行的主要车站。Thalys (www.thalys.com) 提供高速的火车连通布鲁塞尔与法国

（包括巴黎，约一个半小时），荷兰，德国和瑞士等城市。乘客可以上网查询信息并预定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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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火车也穿过布鲁日，安特卫普和根特等国内城市。

欧洲之星列车Eurostar

Eurostar (www.eurostar.com) 往返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滑铁卢车站，两小时内通过Channel

Tunnel（海峡隧道），每30分钟一列（每天8到10列）；网上提供详细的票价信息。

   

2、机场到市区交通

布鲁塞尔国际机场 (Brussels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五层高的候机大楼内有多家餐厅、酒吧，还有一个很大的咖啡吧和其它便利设备。第二层是接机

处，这里有咨询台、旅店预定处、ATM自动取款机、现金兑换处和租车处。三楼是送机处。

机场特快列车

楼层：候机大楼一层

机场查询电话：027532440

普通咨询：025282828

时刻表：早上5:12分到凌晨0:20，每小时4趟车

单程票价：€4.10/€2.60 (头等/普通)

MVIB/STIB特快巴士

提供从机场到地铁Schuman站，再到Gare Bruxelles-Luxembourg(路线12)的特快巴士服务

电话：025152000

网站：www.stib.irisnet.be 法语和荷兰语

时间：早上7:00到晚上8:00 (其它时间Schuman是终点站)，间隔约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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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3

Taxi Hendriks出租车服务

费用：到Lower Town大概€30

电话：027529800

方便轮椅上下

   

3、布鲁塞尔市内交通

布鲁塞尔有一个覆盖面广、运行高效、使用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地下铁，有轨电车和preme

tro (行程中途会行使到地下的有轨电车)，以及公共汽车。公共交通运营时间从早上5:30到晚上11:0

0有些甚至到午夜。由STIB/MIVB（网址：www.stib.irisnet.be

，电话：025152000）经营。主要代理处分布在 Ave de la Toison d'Or 15、Gare du

Midi、Rogier、Porte de Namur地铁站。

汽车和摩托车

在布鲁塞尔的旅行中大可不必自己开车，因为在大多数地方徒步旅行更加有趣。开车不是不好，

只是根据法律要求，行人享有车辆先行权，所以您可能威胁到行人的安全。如果去布鲁日，安特

卫普和根特旅行，搭火车既方便又便宜还很快。当然，如果您真的想开车，您也可以在Budget或

者Europcar租一辆，机场也设有咨询点。

Budget

电话：027532170

网址：www.budget.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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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car

电话：023489212

网址：www.europcar.be

地铁

布鲁塞尔的地铁系统从1965年就开始就运行了，很多地铁站就是艺术品（可以从STIB索取地铁地

图）。地铁分三条路线：1A线（黄色）从Roi Baudouin

到Herrmann-Debroux；1B线（红色）从Erasme到Stockel；2号线（橙色）从Simonis到

Clemenceau。车站的标志是一个矩形，里面以蓝色为背景有白色的“M”。

出租车

出租车按路程计费，昂贵而且不舒服。路费已经包括了小费。另外要加€2.35基础税费，布鲁塞

尔市内计价标准€1.15 /公里, 城外€2.28 /公里。从晚上10:00到早上6:00，另外加收€1.85。

联系Taxi Verts租马车

电话：023494949

网址：www.taxis.be

有轨电车、pretram、公共汽车

在使用城市四通八达的有轨电车网和公共汽车网之前，您应该先拿一份STIB的免费交通地图。有

轨电车在从Gare du Nord 到Gare du Midi这一段路程，行驶在林荫大道上，其余站则走地下。

旅行通行卡和票

所有形式的公共交通设施的车票都可以在地下铁的售票处，STIB亭和报亭，公交汽车和有轨电车

上买到。对于旅行的人来说买一张布鲁塞尔卡是很方便的。

如果没有布鲁塞尔卡，就要买公共交通车票了。这种车票一小时票价€1.50; 五人/10张连票€6.70/

10.50。如果您全天频繁地坐车，那么选择日间票(€4)是很划算的。但是这类票，要在地铁入口处

或者上公交车和有轨电车后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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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典行程推荐

   

1、匆匆一日游

可以从中央火车站出发，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大广场。这是布鲁塞尔的心脏，市政厅、国王大

厦都在这里，众多建筑风格迥异的行会大厦也值得细细欣赏。小于连撒尿雕像也在附近。休息一

下，继续前往皇家艺术博物馆和圣米歇尔及圣谷都勒大教堂参观。布鲁塞尔还有原子塔值得参观

。

也可以从火车南站出发，乘坐前往滑铁卢镇的列车凭吊滑铁卢古战场。古战场各景点间比较分散

，可以作为一次不错的乡村漫步。

   

2、经典文化艺术三日游

第一天：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塞尔市政厅→天鹅咖啡馆→小于连撒尿雕像→国王大厦→皇家艺

术博物馆

早餐后，前往美丽的布鲁塞尔大广场，雨果曾称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感受它的美丽与

心动。观赏壮丽的哥特式建筑——布鲁塞尔市政厅，布鲁塞尔守护神圣米歇尔的雕像高高耸起。

旁边的天鹅咖啡馆不可错过，这里曾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下

午来到小于连撒尿雕像前游览，看看这个最著名的可爱小孩，听听他的故事。顺便看看国王大厦

里各国政府及名人送给他的衣服。最后，到皇家艺术博物馆里欣赏艺术作品，陶冶艺术情操。 

 

第二天：布鲁塞尔原子塔→拉肯皇室庄园→买纪念品

首先去著名的布鲁塞尔原子塔参观，这是1958年万国博览会的原子模型，奇特而别致。登上102米

高的顶层可以观赏到整个城市的景色。然后，前往拉肯皇室庄园，这里鲜花满园，曾是拿破仑的

寓所，漫步其中，是一种悠闲。下午，到布鲁塞尔大广场好好购购物，巧克力和蕾丝是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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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纪念品。  

第三天：布鲁塞尔漫画博物馆→圣米歇尔及圣古都勒大教堂→滑铁卢古战场

第一站来到漫画博物馆里游览，了解漫画的发展历史，欣赏欧洲著名漫画家的画册和动画作品。

然后，到圣米歇尔及圣古都勒大教堂中看看，这座教堂结合了罗马艺术和哥特艺术时期的多种建

筑风格，非常典型。下午，前往滑铁卢古战场看看曾今的滑铁卢战役的情况，遥想当时战争的激

烈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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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出行前先看几个布鲁塞尔的漫画

是的，如果要去布鲁塞尔这个漫画之城，你若在出发前已经浸泡在童趣世界里，来到这之后你才

会有更深刻体会，经典的比利时漫画推荐：

1. 《蓝精灵》  

可爱快乐的蓝精灵们，一直在躲避可恶的格格巫的迫害，其实这就是故事的情节，但不论蓝妹妹

、阿滋猫和格格巫都是经典。2011年新版的蓝精灵电影在8月热播，你看了没有啊？

2. 《丁丁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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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丁的职业是一名记者，但他从不做记者做的事情，他更像一个侦探。勇敢、善良，不惧怕任何

人和任何势力，和平和正义的象征。丁丁从来都是坐不住的，在非洲，在美洲，在印度，在中国

西藏、上海，都留下了丁丁的脚印。甚至他成为了在月球上探险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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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人提示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信息

电话：0032-2-7711497、0032-2-7711495

传真：0032-2-7792895

地址：443-445 Ave. de Tervuren, 1150 Woluwe Saint-Pierre.

医疗服务

比利时拥有卓越健全的医护体系，而且很多医生会说英语。符合要求的欧盟公民可以享受免费的

医疗急救（如果他们有E111证书），但是，其他人需要购买医疗保险或准备付钱。

Hopital St-Pierre医院

拥有24小时事故和急救处理能力

电话：025353111

地址：Rue Haute322, Marolles

救护车电话：100

火警电话：100

警察电话：101

警察电话：022797907（不紧急事件，布鲁塞尔）

性侵扰举报热线：025343636（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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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附录

中国出境须知

1. 出境允许携带货币：每人限带人民币现金不超过美金5000元或人民币20000元，旅客携带的旅

行支票数量及金额不受限制。

2. 携带中成药价值人民币300元、工艺品价值人民币1000元以下，免税烟一条，酒一瓶。携带一

个以上摄像机、高级照相机必须在海关申报，以免返回时过关要上税。

3. 随身携带的行李规格：每人限2件托运行李，每件行李限重23公斤。一般正常托运行李尺寸是

158规格（长+宽+高），手提行李每人限1件，手提重量约7公斤左右，手提为115规格（长+宽+高

），手提电脑不计分量。

4.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乘航班的旅客，如携带电子产品中有锂电池，

将不允许跟随行李托运。但旅客可以在手提行李中携带用锂电池的电子产品，如：手表、计算器

、照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DV等。携带备用锂电池必须单个做好保护以防止短路，且只允许

每人在手提行李中携带2块备用电池。如在托运的行李中发现有锂电池，航空部门将拒绝托运，退

还给旅客。

比利时入境须知

1. 比利时外汇管理相当自由,带比利时法郎出入不受限制。

2. 可免税携带物品入境的数量如下:

从欧盟入境旅客：卷烟200根,雪茄50根或烟草250克,酒一瓶(一公斤以下)

从欧盟外国家地区入境旅客：卷烟400根,雪茄100根,烟草500克,酒2公升以下

3. 入境时比利时海关一般不检查行李。如无需申报项目,可在取得行李后,顺免申报标示牌方向的

通道直达入境大厅。在布鲁塞尔机场设有行李贮存处,48小时之内不收取保管费。

旅人提示：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餐厅消费及其它费用价格仅为参考价，请以当地的实际价格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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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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 71

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

布鲁塞尔：小城大爱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71 / 71

http://www.tcpdf.org

	封面
	目录
	一、布鲁塞尔概况——欧洲的首都
	二、行前准备
	1、签证的办理
	2、货币兑换
	3、注意事项
	4、必备物品

	三、在布鲁塞尔最棒体验
	1、滑落在丝般的巧克力世界里
	2、开怀畅饮水果啤酒，让舌尖的味道缤纷起来
	3、探访小于连，尽情欢撒胜利的喜悦
	4、浪漫蕾丝花边，弥漫着复古风情
	5、在蓝精灵的陪伴下，踏寻儿时的漫画王国
	6、在马克思的座位上，怀着仰慕的心情，感受共产党宣言
	7、滑铁卢古战场，遥想金戈铁马，不以成败论英雄

	四、布鲁塞尔景点
	1、小于连撒尿雕像
	2、皇家美术博物馆
	3、圣米歇尔大教堂及圣古都勒大教堂
	4、漫画博物馆
	5、布鲁塞尔市政厅
	6、布鲁塞尔大广场
	7、滑铁卢古战场
	8、“小欧洲”公园
	9、布鲁塞尔原子球

	五、周边的迷人风光
	1、安特卫普
	2、布鲁日
	3、根特

	六、布鲁塞尔美食推荐
	1、特色美食
	2、推荐餐厅

	七、布鲁塞尔购物
	1、布鲁塞尔特色商品
	2、推荐购物场所

	八、布鲁塞尔住宿
	1、顶级酒店
	2、中档酒店
	3、经济酒店

	九、布鲁塞尔交通
	1、到达布鲁塞尔
	2、机场到市区交通
	3、布鲁塞尔市内交通

	十、经典行程推荐
	1、匆匆一日游
	2、经典文化艺术三日游

	十一、出行前先看几个布鲁塞尔的漫画
	十二、旅人提示
	十三、附录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