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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匈牙利：温泉之国 美酒飘香

美丽的布达佩斯(图片由网友 @壮美的诗人 提供)

  说到匈牙利，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观看电影《茜茜公主》时留下的深刻记忆。虽然美丽

的茜茜公主是奥地利的皇后，但是她更多的时间却呆在匈牙利，在格德勒的皇家庄园读海涅的诗

；把自己的私人领地选在了巴拉顿湖的北岸；在黑维兹精心疗养；常常到布达佩斯的歌剧院欣赏

歌剧；乘船欣赏多瑙河两岸的醉人美景⋯⋯匈牙利深深的吸引着这位雍容华贵又善良大度的传奇

人物——茜茜公主。而今天，匈牙利对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只供想象的国度，我们将走进

它，近距离的感受它的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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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布达佩斯(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首都布达佩斯被誉为“多瑙河的明珠”，它有着世界闻名的歌剧、不朽的历史建筑，还有多瑙

河从中缓缓流过。在迷人的埃格尔的美人谷，品尝匈牙利的美酒，观看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城堡

和巴洛克式的建筑。在南端城市佩奇感受地中海城市气息，探索16世纪的清真教堂以及其他土耳

其风景。巴拉顿湖湖区，匈牙利人会毫不吝啬的向你推荐这是匈牙利最好玩的地方，蔚蓝色的湖

水和丰美的水草以及到了秋天时湖边坠着一串串紫葡萄的葡萄树，把整个巴拉顿湖和蒂豪尼半岛

打扮得恬静美丽、风光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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惬意享受温泉的人们(图片由网友 @壮美的诗人 提供)

  匈牙利除了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风光，还有一样资源可谓独具魅力，那就是这个国家丰富的温

泉资源。虽然在匈牙利的版图上你找不到任何海洋，但是在它的地下有“温泉海”的美称，足见

其温泉资源之丰富。你可以在温度低于零下的仲冬，脱掉衣服，衣着泳衣，休闲地浸泡在户外温

泉里，雪花在你周围闪耀。或者去老式的浴场蹦迪，这里所有的人都穿着泳衣在齐腰的疗养水里

跳舞。也可以在欧洲最大的温泉中一边悠闲的下棋一边舒服的泡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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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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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地图

最佳旅游时间：

  匈牙利具有非常舒适的大陆性气候。7月和8月是匈牙利最暖和的时候，最旺的旅游季节。12月

份阳光明媚，气温宜人，还可以赶上农村的葡萄丰收节。5月阳光灿烂、鲜花盛开是旅游的

第二个理想季节。

旅人提示：

旅馆在4月到10月就已经是旺季的价格了。

7月和8月巴顿湖游客爆满，尤为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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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前准备

   

1、签证

自2003年11月1日起，匈牙利驻华使馆向中国公民发放团体旅游签证，由中国国家旅游局指定的旅

行社办理签证申请。指定旅行社的名单可从国家旅游局网站（http://www.cnta.gov.cn

）查找。匈牙利驻华使馆仍然不向中国公民发放个人旅游签证。

签证所需材料 

1）护照 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五年因私护照护照最后一页持照人本人签名

2）照片 2寸彩照6张（在照片背面签名）

3）名片 2张

4）身份证 复印件1张

5）户口本 全家户口本复印件

(包括本人及配偶，如二人不在同一户口本上，须再提供结婚证复印件）

6）信函纸 加盖单位公章的空白信函纸4张

7）财产证明 存款证明原件（折合人民币3万元以上）

8）个人资料表 提供真实完整的个人资料、尤其注意单位电话的真实(使馆一定会调查核实)

9）营业执照 本人工作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100600北京市三里屯东直门外大街10号

电话：008610-65321431，65321432

传真：00861-65325053

电子信箱：huembpek@hetchina.com.cn

网站：http://www.huemb.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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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及小费

货币 

  匈牙利尚没有列入欧元区，目前使用自己的货币——福林（HUF）。

  匈牙利福林硬币面值为5，10，20，50 100和

200福林，纸币有500，1.000，2.000，5.000，10.000和20.000福林。

  出发前可兑换美元或欧元，但是所有国际信用卡（VISA，Mastercard，AmericanExpress等）在

很多地方都可以使用，城市很多地方都设有ATM自动取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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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兑换点(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在布达佩斯市区主要街道包括大点的市场都有密集的换汇点；也可在酒店柜台兑换应急，有的

酒店兑换的汇率比位置好的兑换点还合理。

旅人提示：

  实时汇款可以查阅匈牙利民族银行网站（英文）： http://english.mnb.hu/

小费

  在餐厅，出租车，宾馆最好给小费（大约10-15%），但不是必须的。

   

3、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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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国际区号为36，布达佩斯的区号是1。在匈牙利境内打电话（以及手机），先拨06（如果

是从国外往匈牙利打，则无需拨06），然后是城市的区号。拨打手机号码都要在前面拨06，而无

需拨打城市区号。从匈牙利打国际长途，先拨00，之后拨国家代码，

再之后是地区代码和用户电话号。

如果您预先付费，也可以从中国手机号拨打电话，发送短信。

旅人提示：

拨打国际长途最好的办法是用电话卡在电话亭里拨打，电话卡在报亭都可以买到，面值有2000福

林和5000福林。有些卡，如Neophone，打国际长途每分钟只需要10福林。可以在报摊买一张Matav

Telefonkartya（800福林），在用卡操作的机器上打国内长途。有些公用电话还是投币的。

   

4、入境须知 

中国公民入境时，首先需通过边防的护照签证检查，如果有邀请函，有时会被要求出示。其次领

取随机托运行李之后，海关可随机检查（可开箱）。如持有达到或超过100万福林（1美元=220福

林）总额的福林或外汇，必须向海关申报（出境时亦然）。至于申报单所需填写项目，可查看匈

牙利驻华使馆网站（http://www.huemb.org.cn）。

海关规定

（一）旅游必需品清单

下列物品属于旅游必需品或个人用品（最好不是全新的），免纳关税。

浴衣

少量珠宝首饰

1部便携式录像机

便携式幻灯片、幻灯机以及其附属品

1部手提电脑

2部照相机、10个胶卷或24张磁盘

1部小型电影摄影机和10张空白录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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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便携式收音机

便携式音乐器材

1台便携式收录机

1台便携式传真机

便携式打字机

1架婴儿车

残疾人用轮椅

1架帐篷和其他宿营器具

双筒望远镜

体育器械（如帐篷、宿营器具、钓鱼器具、登山器具、体育用枪和子弹、自行车、体长不超过5.5

米的独木舟和海豹皮船、滑雪板、网球拍、帆板、悬挂式滑翔机、高尔夫器具、船帆、气球、降

落伞等）

200支香烟或50支雪茄或250克烟草；

0.25公升香水和一瓶100毫升的香水；

2公升葡萄酒和1公升烈酒；

猎人和射击运动员可根据匈法律带入所用枪支和子弹。

上述物品如超出个人消费数量，则须将之带回出发国。16周岁以下公民携带烟草、烈酒和咖啡等

物入匈境时须缴关税。

（二）非贸易货物限量清单

旅行者带入匈境货物价值不超过28200福林时，免纳关税。

非经常性带出匈的个人用消费品限量如下：

烈酒 酒精、葡萄酒、香槟、含酒精饮料各1公升

啤酒5公升

烟草 200支香烟或100支小型雪茄

50支雪茄、250克烟草

机动车辆 1辆/年/人

任何其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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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1000福林以内50件/种类

价值5000福林以内20件/种类

价值20000福林以内10件/种类

价值40000福林以内5件/种类

价值100000福林以内2件/种类

价值100000福林以上1件/种类

（三）食品限制。匈牙利产盒装食品可带出境，但不包括奶制品、生肉和其他任何家庭制作的肉

制品；动物源性食品及半成品经动物卫生检疫后允许带出匈牙利。此规定同样适用于携带入境。

中国公民可向匈牙利驻华使馆进一步咨询有关食品限制的规定。

   

5、其他

物品准备

匈牙利的酒店一般不备拖鞋、牙刷、牙膏、电源转换插头（匈牙利使用的电压为220伏，插座为两

孔的欧洲式类型），需要自行准备。可带上游泳衣裤，匈牙利全国各地有许多著名的温泉。冬季

因室内温度较高，可备厚外套，少带过渡性服装。

语言  

匈牙利的官方语言是匈牙利语，但在游客经常去的地方，人们也说英语和德语。

时区 

布达佩斯位于欧洲中央时区。GTM+1小时

夏季与中国时差为-6小时，冬季为-7小时。

优惠卡

匈牙利优惠卡（Tel：1-266 3741；www.hungarycard.hu）

持有这种卡可以享受：七次火车往返票价50%的折扣；三次单程火车履行优惠33%；一些公共汽车

和乘船履行优惠50%；到达布达佩斯之外的博物馆和景点免费参观；在规定的范围内住宿享受高

达25%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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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各处的游客信息中心办公室和Volanbusz办公室、大的火车站、一些报刊销售点和汽油站，

都可以买到，费用7935Ft，有效期为一年。

布达佩斯优惠卡（www.budapestinfo.hu；48/72小时；5200/6500Ft）

使用优惠卡去很多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免费乘坐市有轨电车、汽车和地铁；享受其他服

务是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此卡可以在旅馆、旅行社、大的地铁亭和一些旅游办公室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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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匈牙利的最棒体验

   

1、布达佩斯，泡着温泉下象棋的悠闲生活

提起匈牙利温泉，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罗马时代，当时的罗马人在匈牙利发现了温泉

并把洗浴文化带到了这里。这里的温泉资源丰富，水质纯净，矿物质含量极高，对于许多疾病都

有非常明显的治疗效果，使得匈牙利温泉很快便闻名于世。现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为了泡温泉而专门来到这个国度。

  匈牙利有“温泉之国”的美誉，而首都布达佩斯则是世界著名的“温泉之都”。在匈牙利已开

发的约1300处温泉中，布达佩斯就占了十分之一。 

(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温泉文化已经深深的融入到了匈牙利人的生活当中，泡温泉不再是简单的温泉理疗，而是演变

                                               16 / 95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629&do=album&picid=52637&goto=down#pic_block


�������

匈牙利:多瑙河明珠
成了重要的社交活动。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的冬天，见见老朋友，一起泡上一泡，聊聊天，

下下棋，实在是悠闲而惬意。

旅人提示：

在赛切尼(Széchenyi)温泉你可以充分享受边泡温泉边下棋的惬意生活。

   

2、漫步链子桥 15分钟的浪漫爱恋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有个标志性建筑——链子桥。匈牙利著名诗人曾经说：“哪怕和爱人在桥上只

待15分钟，都会让你们充分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婚姻的真谛，真正享受匈牙利人的浪漫！” 在匈

牙利一对新人无论选择什么形式举行他们的婚礼，有一件事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在婚后，来到布

达佩斯，选个清晨，牵着爱人的手，踱过链子桥。似乎没有一起走过链子桥，就不能真正的体会

到爱情、婚姻的真谛。 

桥上的雄狮(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链子桥其实并不长，5分钟就可以走过，但是当你来到布达佩斯一定要放慢自己的脚步，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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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链子桥给你的15分钟的匈牙利式的浪漫爱恋。

旅人提示：

  布达一边是山地，所有建筑都依山而建，佩斯一边则是平原，而横贯全城的多瑙河将这座古老

都市一分为二。在布达佩斯有九座桥梁横跨于多瑙河上，它们依次是：新佩斯铁路桥、阿尔帕德

桥、玛尔吉特桥、链子桥、伊丽莎白桥、自由桥、裴多菲桥、拉吉马纽什桥、厄塞哥得铁路桥。

   

3、巴拉顿湖 享受大自然的阳光与空气 

(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巴拉顿湖又名匈牙利海，欧洲最大的湖泊，一年四季都有不同色彩，平静时清澈见底，风暴时

浪涛彭湃，是匈牙利乃至欧洲人的度假天堂。湖的北岸，山丘起伏，处处可见葡萄园和温泉。而

南岸，金色沙滩绵延不绝，湖水清澈、平静。在北岸你可以喝喝冰镇的匈牙利葡萄酒，泡泡温泉

；南岸跟着那鱼儿水中游，躺在沙滩上懒懒的晒太阳。这美妙的感受绝对让你乐不思蜀。

   

4、看璀璨的圣诞灯饰 逛浓浓节日气氛的圣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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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迷离的布达佩斯(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布达佩斯，有“东欧巴黎”和“多瑙河明珠”的美誉。渔夫城堡位于多瑙河西岸，是一座坐落

在山上的城堡。每逢圣诞这里便是观赏璀璨的圣诞灯光最佳的地方。多瑙河两岸的建筑被布置上

灿烂的灯饰，璀璨的灯光将整座城市装点得金碧辉煌，叫人为之深深迷醉。

  圣诞前来到布达佩斯，一定不能错过这里的圣诞市集。圣诞市集大约从11月底开到12月末，布

满了当地手工艺人们精心制作地琳琅满目的圣诞用品，美食和美酒的摊位夹杂其间，真的让人流

连忘返。这里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单纯而幸福的微笑，非常友好。漫步在其中，你也会不知不

觉地深受感染，觉得愉悦畅快。

   

5、品尝匈牙利葡萄酒 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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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葡萄酒，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葡萄酒出产国家，其实匈牙利的葡

萄酒同样不能小觑。在匈牙利众多口味的葡萄酒中，我们一定不能错过的是埃格尔的公牛血葡萄

酒。 

著名公牛血葡萄酒(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公牛血葡萄酒，其酒色为美丽的深红色，香味浓郁，由几种不同的葡萄混合酿制而成。斟上一

杯埃格尔公牛血葡萄酒，轻轻晃动美丽如画的挂杯，醇厚清香的葡萄气味扑面而来。若想品尝到

正宗的公牛血葡萄酒，埃格尔的美人谷绝对是你的首选，这里有“公牛血酒故乡”的美誉。美人

谷集中了众多的存储、售卖公牛血葡萄酒的酒窖，只要你的酒量足够好就可以一家家的品尝下去

。

  喝过了口味浓烈的公牛血酒，就一定要再试试托卡伊葡萄酒，色泽呈浅淡的柠檬色，拥有蜂蜜

的香甜及花朵的优雅芬芳，甜度和酸度相互平衡，于味蕾上便能感受到清新而协调的口感，令人

久久难忘，齿颊留香！这种葡萄酒出产于托卡伊，火山土和独特的小气候有利于葡萄上葡萄孢菌

（贵族霉）的生长。就是以这些覆盖有真菌的丑陋枯萎的葡萄为原料，才生产出了这世界级的甜

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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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走进格德勒古堡庄园 与茜茜公主异时空约会

茜茜公主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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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德勒古堡庄园(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茜茜公主在匈牙利人民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不仅是她从不掩饰对匈牙利的喜爱之情，更是

因为在酝酿建立奥匈帝国的过程中，茜茜作出的重大贡献。所以在帝国建立之初，匈牙利将格德

勒的古堡庄园整修后送给新国王弗兰西斯�约瑟夫和伊丽莎白王后（即茜茜公主）作为夏宫使用

。这里自然环境优美，周围净是一望无际的森林，有“匈牙利的凡尔赛宫”的美称。庄园深得茜

茜公主的喜爱，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她经常在这里居住。这里保留着茜茜公主居住是的样子，所

有居室都被漆成了淡雅的紫罗兰色，这是茜茜最爱的颜色，紫罗兰的墙壁，紫罗兰的窗帘，紫罗

兰的帷幔⋯⋯这里还有很多茜茜公主当年使用的用品以及许多珍贵的肖像油画。漫步庄园你似乎

看到上午她在诵读海涅的诗句，下午则骑马奔驰的样子。

   

7、伴着飘香的咖啡 过一天简单地道的匈牙利生活

据说19世纪末期，布达佩斯就有“五百咖啡馆之城”的称号。那时许多匈牙利的作家都会去固定

的咖啡馆，并且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很多的作品也是在咖啡馆里完成的。在布达佩斯有两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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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名的咖啡馆，一家是打着“全世界最豪华咖啡馆”旗号的纽约咖啡馆，对于这家咖啡馆还有

一个趣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如果在巴黎寄明信片，地址写上NewYork，信件准会寄来

布达佩斯的New YorkCafé，而不是美国的纽约?另一家则是打着“茜茜公主最爱的咖啡馆”旗号

的GerbeaudCafé，据说自从1858年开业至今，海量明星慕名前往，明星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 

露天咖啡(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匈牙利人可以一天不喝酒不抽烟却不能一天不喝咖啡”。今天咖啡馆遍布匈牙利的大街小巷，

咖啡早融入了匈牙利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中。在阳光明媚的下午，无论你选择名声在外的咖啡馆

，还是在路边选择一家雅致的咖啡馆，都可以看到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但却带着同样惬意表情

的人们。就让我们点上一杯咖啡，或看书看报，或与朋友们聊天，伴着飘香的咖啡，过一天简单

地道的匈牙利生活吧！

旅人提示：

New York 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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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73 Budapest,Erzsebet korut 9-11

电话：36-1-8866111

营业时间：24小时营业

网址：www.newyorkpalace.hu

   

8、匈牙利美食诱惑 辣椒、香肠、鹅肝酱

每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除了游玩还有一项是你不能错过的重要体验，就是品尝当地的美食。不

同的地域和文化造就出了独于别处的烹饪方法，所演绎出的味道也自然与众不同。就算世界在飞

速发展，新鲜独特的食材可以通过飞机长途运送，技艺精湛的厨师也可以高薪聘请，但是少了那

本土风情的自然衬托，似乎品尝到的美味还是会有一丝的遗憾。

  匈牙利的辣椒品质优良，全世界从加拿大，美国到日本都在使用它。你一定要品尝用匈牙利辣

椒制作的辣椒酱，例如“辣Pista”或者“红金辣椒酱”（PirosArany）。这个味道会轻松的将你俘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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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人们喜爱的匈牙利香肠(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香肠匈牙利美食之一，辣椒熏制的香肠更是别具特色。这里有无数的香肠和腊肠系列，最出名

便是驴肉香肠。从早餐的三明治到晚餐的香肠砂锅，从小酒馆里的香肠拼盘到大餐厅里的酸菜香

肠，人们不断探讨挖掘创新香肠的做法，力求做到物尽其用，将香肠的各种吃法发挥到极致。

美味的鹅肝

  别迷信只有法国的鹅肝才是最好的，其实法国当地所采用的鹅种本是来自匈牙利的大白鹅；而

且匈牙利是世界上最大鹅肝出口国。这里的鹅肝价廉质优，很多法国人都爱到当地入货。由于养

鹅的农民一直采用传统的填鹅喂养方式，而受到了动物权利保护组织的反对，因此正在寻找其它

的方式喂养，所以要想品尝到这种独特的匈牙利美食一定要赶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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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布达佩斯（Budapest）——多瑙河明珠

匈牙利布达渔人堡远眺佩斯(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在多瑙河畔坐落着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这就是被人们誉为“多瑙河明珠”的匈牙利首都布

达佩斯。是欧洲联盟第七大城市。欧洲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多瑙河自北向南横贯全城，河西岸叫

做“布达”，属于布达佩斯的老城区和文化中心，而东岸则为“佩斯”，属于新城，是现在城市

商业区和行政区。

  蓝色多瑙河将位于两岸的布达与佩斯紧密相连，神奇及此诞生。雄伟的国会大厦，庄严的英雄

广场，富丽堂皇的歌剧院，威严的城堡山渔人堡，历经沧桑的马加什教堂，更有那飞架多瑙河上

各具风姿的桥梁。在这里，您既可在历史的长河里徜徉，又可体验它们所带来的浪漫。

   

1、布达

1）城堡山（Castle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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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达佩斯城堡山是布达佩斯最早的旧城，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展示了布达佩斯城市发展

的历史和匈牙利民族的过去。此城堡山的地势险要，它坐落在濒临多瑙河岸的一座海拔167

米的山冈上。

城堡山拥有非常多的著名景点。

交通：

从红线地铁站Socialist-style Moszkva ter出站，继续向左走过Varfok utca，或者穿过街道上Var

bus（小型公共汽车，标牌上有一个城堡）到达Varhegy。

马加什教堂（Mátyás Templom） 

(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又名圣玛丽亚教堂（又译马提亚斯教堂），公元1255至1269年由贝拉四世(IV Bela)所建的新哥特

式的美丽教堂，是布达佩斯的象征之一。雄伟的新哥特式风格的教堂被大文豪雨果形容为“石头

交响曲”。因为历代匈牙利王的加冕仪式皆在此举行，又有“加冕教堂”之称。的建筑物精美绝

伦，简直是件艺术珍品。教堂墙壁、墙角的造型多变，看上去十分协调雅致。教堂的拱顶尤为壮

观，皆由彩色玻璃镶嵌而成，拼成美丽的图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教堂两侧高耸若干尖塔楼，

其中最高的一个呈圆柱形。它下半部分的四周布有5 层尖拱顶的长窗，往上犹如一段经过雕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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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再往上陡然变细，好像插在那里的一把利剑直指青天。

  另外，此教堂经常定期举办管风琴演奏会。

门票：成人/学生 600/300福林

开发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周六9:00-13:00；周日：13:00-17:00

地址：I Szentharomsag ter 2

交通：乘坐16路巴士即可到达

电话：36 -1-3555657

网址：www.matyas-templom.hu

圣三位一体广场（Szentharomsag Ter）

马提亚斯教堂旁边就是圣三位一体广场，这里是皇宫山的中心广场，广场上竖立的圣三位一体纪

念柱，像很多欧洲国家一样，也是为了纪念18世纪那次席卷全欧洲的黑死病而建立的。白色的纪

念柱身上分别有圣父、耶稣和十字架的雕像，四周环绕这红顶白墙的古屋圈出一个小巧的广场，

总有些老款汽车停在一边，间或路过一个骑脚踏车的青年，一派浓郁欧洲古城风情。

地址：Szentharomsag ter

交通：搭乘地铁M2线至Moszkva ter站下车，转乘城堡巴士

渔人堡（Halászbást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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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白色的渔人堡是本世纪初在原中世纪城墙的根基上建起的100 多米长的白石墙。墙内沿阶梯拾

级而上，城顶上相当宽敞，两侧筑有半人高的护墙。城上每隔不远，修有一座烽火台似的圆塔楼

，塔顶尖尖的，好似一顶顶白色斗笠。站在渔人堡的城上眺望，多瑙河从脚下静静地流过，对岸

的国会大厦、沿河各种建筑物，郁郁葱葱的玛尔吉特岛和远处的群山尽收眼底，使人心境豁然开

朗。马加什教堂与渔人城堡间的铜像，是第一位匈牙利国圣�伊斯特万一世。渔人堡旁的希尔顿

宾馆，外层茶色的帷幕玻璃映照著渔人堡和一旁的教堂倒影，美丽而迷人。

  渔人堡据说是布达佩斯年轻人最爱来的地方，在这里谈谈情说说爱，还将初吻遗留在这里。

门票：成人/学生 330/160福林

开发时间：周一至周六8:30-23:00

地址：I Szentharomsag ter

交通：乘坐城堡巴士或18路有轨电车可到达

电话：36-1-266047

布达皇宫 （Budavari Pal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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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布达皇宫(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皇宫始建于13世纪，后来经过多次修复及扩建，最终使这座皇宫揉杂了哥特式、文艺复兴式、

土耳其式、哥特式的建筑风格。虽然是王宫，却没有围墙。中心部分是历史博物馆和民族画廊。

博物馆里依年代顺序展示了匈牙利的历史资料；画廊里主要展示的是匈牙利民族画家和雕刻家的

作品。城上山丘南侧有中世纪城墙的遗迹，在那里可以俯瞰多瑙河及市街全景。从山下的隧道可

以走到多瑙河上的链子桥，桥的另一侧是佩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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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布达皇宫(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路德维希美术馆

  位于皇宫北端，收藏了来自全球各国的绘画作品，前卫艺术品等，此外，这里还有宣传和展现

战争的照片展览。

国家美术馆

  位于皇宫中央，里面展示这从中世纪到当代的匈牙利美术作品。其中不乏以门卡其�米哈伊、

帕尔�拉斯罗为代表的19世纪末期匈牙利画家的杰作。

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展示了皇宫曾经进行增设改建时的照片和图画，以及昔日装饰皇宫的柱子、雕刻品等。

入口两侧的青铜雕像是卡罗伊�赛涅埃1900年的作品，右侧的雕像代表作品，左侧代表和平。

地址：I Budvari Palota，Disz ter 17，budapest,Hungary

交通：乘坐有轨电车18路在Dozsa ter下，或乘坐16路巴士即可到达

电话：36 -1-3757533

开放时间：路德维希美术馆及国家美术馆周二至周日10:00-18:00，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周日、周

二至周日10: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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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布达佩斯历史博物馆900Ft；国家美术馆平时免费，如遇展览收取1200Ft；路德维希美术馆

免费

2）盖雷尔特山（Gellert hegy）

  以主教盖雷尔特的名字命名的盖雷尔特山在皇家城堡南面，海拨235米，是布达佩斯市中心最

高的地方。山顶要塞塞塔德拉（Citadella），是1851年哈布斯堡王朝在镇压了匈牙利人民争取独立

的战争(1848-49)后，为了防止布达佩斯人民的革命活动而修建的。奥地利人撤出后，这里也曾被

用作匈军的兵营。1894年，这里收归市属所有。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当地人和游客登高观景的最

佳去处。 

自由女神像(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要塞不远的地方，就是矗立在盖尔雷特山顶的自由女神像。雕像是为了庆祝前苏联将匈牙利从

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而修建的。面向多瑙河、手中高举着棕榈枝象征着和平的自由女神像两侧

另有两个雕像，一个象征进步，另外一个象征与邪恶战斗。雕像前曾经摆放着刻有二战中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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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士兵名字的纪念碑和雕像，在苏联解体后被撤走，但由于自由女神像已经变成了布达佩斯风

光的组成部分，所以政治制度变更后这座雕像并没有被拆掉。如今，这座代表匈牙利争取自由的

历史的纪念碑已经成为布达佩斯的新地标，也是布达佩斯的精神象征。

  二战的时候，这个要塞也曾被德军作为指挥所，保留着当时场景的地下室现在作为展览室对外

开放。

地址：District XI，Gellert-hegy and Taban，Budapes

交通：从Moricz Zs.Korter 乘27路巴士，在Busulo Juhasz站下车即到

电话：36-1-3656076

开放时间：9:00-19:00

票价：1200Ft

3）盖勒特温泉（Gellert Furdo）

(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盖勒特温泉（Gellert thermal baths），是布达佩斯著名的温泉浴场之一，修建于1912年到1918年

，二战期间被毁坏，后来重建。 据说早在13世纪，就发现这里的温泉具有治疗效果。中世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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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设有一所医院。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这一地点兴建了浴场。

门票：3000福林

地址：XI.，Kelenhegyi ut 4-6

交通：有轨电车18、19、41、47、49、118路，巴士7、86路可达

电话：361-4666166

营业时间：周一至五6:00-19:00，周六、日6:00-17:00

网址：www.gellertfurdo.hu

旅人提示：

从入口到更衣室，需要通过一个很长的通道，还要上很多级台阶，对老年人来说不大适合。

4）塑像公园（Szobor Park）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西南边上，有一座“共产主义雕塑公园”，这里集中了社会主义时期原

先矗立和放置布达佩斯市区的与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有关的雕塑。人们走进这个公园，会怅然感觉

到匈牙利和东欧那曾经的历史岁月，追忆社会的沧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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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公园中的塑像(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从红色砖墙中左边的开口就可以进入雕塑公园内部了。在门口，以一台老式收音机为外壳的喇

叭中循环播放着社会主义时期铿锵有力的歌曲，把人们恍然带进了历史。公园呈六角形，连同门

外部分占地约一万平方米。包括前面提及的在内，这座公园共集中了1947至1988年间社会主义时

期布达佩斯市区内42件雕塑作品，其中包括少量纪念牌。

门票：600Ft

开放时间：10:00至黄昏

交通：

每天11：00都有从布达佩斯D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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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出发的直达公司汽车（往返票价2450Ft；包含门票）。自己去的话，可以从Clark Adarm

Ter乘坐19好有轨电车到Xl Etele Ter终点站，然后再搭乘黄色的Volan公共汽车到Diosd-Erd。

旅人提示：

  红星礼品店(Red Star Store)是这里的一部分，在这个能够唤起共产主义记忆的独特商品宝库中，

摆满了苏联纪念品、手表、扁平小酒瓶、打火机，带有“典型共产主义德高望重的人”的人像或

口号的讽刺性T恤衫、杯子、上个世纪50、60和70年代的旧式纪念品、奖章、书籍，以及那个年代

最受欢迎的故事片。

５）地下迷宫（Budavári Labirintus） 

(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地下迷宫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曾经是地下城堡和地下工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里是

收容所和医院的所在地。地下迷宫的入口在布达古城区一栋不起眼的小建筑里，在入口买完票后

领一盏油灯，就可以走进洞穴开始你的秘境之旅。一望无尽的隧道让人禁不住联想到电影里常常

出现古堡的秘密出口，油灯所到之处的每片墙、每个角落、每一尊耐人寻味的雕像，都是感受这

几百年前地下迷宫的珍贵一刻。

地址:1014 Budapest, Varnegyed, Uri utc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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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36 1 2120207

价格:成人1500福林；学生1100福林

开放时间:9：30—19：30

交通：可乘16路巴士到达

   

2、佩斯 

1）赛切尼(Széchenyi)温泉

欧洲最大的温泉浴场赛切尼(Széchenyi)温泉，是当地人最喜欢的温泉之一，也是唯一能看到老人

们边泡温泉边下象棋的地方。同时，赛切尼温泉还具有著名的医疗效果，特别适合治疗关节、脊

椎病、慢性通风性关节炎和神经痛等。 

(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建于1913年的切塞尼浴场距离布达佩斯著名的英雄广场仅一步之遥，其建筑为典型的十八世纪

宫殿式巴洛克风格。赛切尼温泉共有三个露天泳池，两边的两个水温较高，夏天水温30°，冬天3

4°，为的是让那些专来“泡”温泉的人们不会感到寒冷。从男更衣室出来，正前方的这个泳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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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就是著名的象棋区。中间的是游泳池，水温比两边的略低，在温泉中游上几圈既锻炼又养生

。另一侧的泳池没有棋盘，但却增加了另外的趣味性。人们泡在这个池子里，可以随着水流的方

向自然地沿着池壁逆时针旋转，也很有意思。

  除了露天溫泉和游泳池，在与正门相对的这一排建筑里，还有桑拿室、蒸汽房及室內温泉池。

罗马式、希腊式、土耳其式，各种风格、不同大小，真是别有洞天。

  进入大门，左手边就是售票处，可以刷卡。普通门票包括更衣柜、温泉及游泳的费用，不

含毛巾。另外，如果需要专门的热疗或按摩，则需另外购票。

地址：Kelenhegyi ut 4 XIV.，Allatkerti ut 11

交通：地铁M1线zechenyi furdo站下

电话：36-1-2584636

营业时间：6:00-22:00

票价：1300-2300福林

网址：www.szechenyifurdo.hu

旅人提示：

三楼的豪华更衣室，每人一个单间，可以确保私密性，票价比普通门票贵300FT。

2）国会大厦（Budapest Parliament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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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匈牙利最宏伟、最庄严的建筑之一，典型的新哥特式风格，尖顶、雕塑、浮雕、饰纹，外表装

饰极尽华美壮观之能事。268米的高度，无论远观近玩感觉到的都是扑面而来的宏伟。两旁有两座

用白石镂空挺拔俏丽的高塔，里面到处可见匈牙利历史名人的肖像以及描绘匈牙利历史事件的巨

幅壁画。她位于多瑙河畔Margit桥与链子桥中间的佩斯侧，为1885 至1904年所建。

地址：v.Kossuth Lajos ter 1-3

交通：地铁M2线到Kossuth ter下即到；有轨电车2路，无轨电车70、78路，巴士15路均可到达

电话：36-1-4414904

票价：2300Ft

开放时间：周一至五8:00-18:00；周六、日及8:00-14:00

3）英雄广场（Hosok Tere）

(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位于城市公园入口的是首都最美丽的广场。广场的左边是国立美术馆，里面收藏的主要是欧洲

其他国家的绘画作品；右边是艺术展览馆，以现代美术展为主。 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尊高36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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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型纪念碑——千年纪念碑，它是1896年为纪念匈牙利民族在欧洲定居1000年而建。在纪念碑的

顶端，天使加百利（《圣经》中同情人类的天使）一手高举十字架，一手持匈牙利的王冠。石碑

的基座上，有7名骑马英雄的青铜像，他们是匈牙利民族当年在此定居打天下时的7位领袖。

地址：Andrassy ut

交通：地铁M1线到Hosok tere站下；公交巴士4、20、30、105路均可到达

4）城市公园（Városliget） 

城市公园中悠闲的人们(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建于1817年，也叫城市林地公园（City Woodland Park）（也译市民公园），是英雄广场后面的

森林公园，面积约1平方公里，有温泉、动物园、游乐场、植物园，属于适合各个年龄层的复合式

公园。园内有一座农业博物馆，属罗马式、哥德式、文艺复兴式及巴洛克式的混合式样。

  公园里的建筑物将匈牙利的直线派风格和东方浪漫派风格揉合在一起。其中最美的一个建筑物

是“大象房”，这一建筑经翻新后获得了“我们的欧洲”奖。与动物园相邻的是游乐园，其中的

环形旋转秋千也得到了“我们的欧洲”奖，是城市公园里值得观赏并进行尝试的一景。

门票：免费（临时展出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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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10:00～17:00（周末至18:00），5月至9月

10:00～16:00（周末至17:00），10月1日至15日

每周一不对外开放。

5）安德拉什大街（Andrássy út） 

(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原名共和国大道，是布达佩斯最美的街道。1876年的道路已经和现在一样笔直宽阔，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的国立歌剧院坐落于此。歌剧院正面的两侧是本土伟大作曲家李斯特和罗伯特�弗朗

兹的塑像。

  1894年欧洲大陆第一条地铁便是由V�r�smarty tér 广场经安德拉什大街的地下而至城市公园

的。在Oktogon的稍右直走便是伊丽莎白街道，不远处有一座李斯特广场。广场上有李斯特音乐

学院，许多世界知名音乐家便是此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

安德拉什大街于2002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6）国家歌剧院（Magyar Allami Operah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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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在佩斯地区，在不少战争中几经毁坏又在战后修复的近代“古迹”中，歌剧院是一个典型的代

表。1833年，这座宏丽的建筑落成的时候，2600支蜡烛在160面镜子的反射下，把整个大厅照耀得

辉煌富丽。同年，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蓝色多瑙河》的作者约翰�斯特劳斯在这里举行音乐会

。1849年，奥地利侵略军下令把这座建筑夷为平地。1865年1月15日，匈牙利在原来的废墟上又盖

起了第二座歌剧院，然而她已失去了古典主义的原貌，成为匈牙利历史上最漂亮的浪漫主义建筑

之一。但在第二世界大战中又遭毁坏。匈牙利解放后，还是在原址上修建了第三座歌剧院。现在

，这座人民的艺术之宫又恢复了浪漫主义的原貌。

地址：Andrassy ut 22

交通：地铁M1线Opera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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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36-1-3328197

开放时间：15:00-16:00

票价：成人2000Ft；学生1500Ft

７）圣伊斯特万大教堂     

(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1851年时为庆祝1896年的匈牙利建国1000周年而建设的教堂，最后在1905年建成，位于安德拉

什大街和Bajesy-Zsilinszky ut.大道的交叉点附近，尖塔高96公尺，是布达佩斯规模最大的教堂。教

堂内辉煌富丽，大厅同时可容纳8500多人，四周继承了教堂一贯的雕像画柱，穹顶镶嵌画色彩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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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记载了匈牙利第一任国王伊斯特万的生平和圣经故事，国王的白色塑像高高地立在辉煌的主

祭坛上。但这里最为有名的是保存了伊斯特万国王已风干的右手——“神圣的右手”，这是天主

教最珍贵的遗迹，只有每年8月20日民族盛典时才能有幸瞻仰此圣物。

地址：Szt.Istvan ter 1，pest

交通：地铁M1、M2、M3线Deak Ferenc ter 站下

电话：36-1-3172859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9:00-17:00，周日13:00-16:00

8）犹太教堂（Zsinagoga） 

(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匈牙利生活着东欧地区人数最为众多的犹太人群体，犹太人的传统、建筑、艺术也构成了匈牙

利文化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在布达佩斯就有22座犹太教堂，其中最为突出，也是欧洲最大的一

座犹太教堂就坐落在佩斯一侧的烟草街上。教堂由维也纳建筑师卢德维�弗尔施设计建造，这栋

由红和白砖块建成的、丰富多彩的陶瓷装饰的建筑物是首都最壮丽的名胜古迹。收藏了古罗马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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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纪独一无二的犹太文物。在教堂的院子里有棵专门用来纪念遭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铁树，用锡

箔装饰，每片叶子上都刻有一位遇难者的姓名，也被人们称为“生命之树”。由于具有声学构造

上的优势，因此常在这里举办音乐会。

地址：Dohany u.2-8 ，pes

交通：地铁M2线Astoria站下

电话：36-1-3428949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四10:00-17:00，周五、周日10:00-14:00

票价：1600Ft

   

3、布达佩斯周边

圣安德烈（Szentendre）

漫步圣安德烈(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圣安德烈曾经是艺术家的聚集地，现在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从布达佩斯出发的当日往返的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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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地。漂亮的小圣安德烈（sen-ten-dreh）拥有狭窄的曲折蜿蜒的街道，是纪念品购物者比较喜

欢的地方。其迷人、古老的市中心有很多小餐厅、艺术画廊和手工艺品展览，还有几个值得一看

的东正教堂。夏季和周末这里的人会比较多。市区外有匈牙利最大的户外村庄博物馆。

  圣安德烈的谐音翻译成中文是“山丹丹”的意思，是不是一下子让你想起了陕西的山丹丹呢？

顿时多了几分亲切之感。

交通：

去圣安德烈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从布达佩斯的Batthyany

ter地铁站乘坐通勤HEV火车直至终点（单程价格497Ft，45分钟，每10-20分钟一趟）。

  5月中旬至9月中旬，三艘Mahart Passnave渡船每天9:00、10:30、14:00从布达佩斯的Vigado ter码

头开航驶往圣安德烈（950Ft；1个半小时）。渡船返航的时间每天为12:20、16:00、17:00。4月份和

9月份，每天有布达佩斯（只有在周末驶往维舍格勒）出发的渡船只有在9:00有一班，返航的渡船

也只有在16:00有一班。

维舍格勒（Visegrad）

  维舍格勒13世纪的城堡遗址位于多瑙河弯位之上的山顶上，站在此处遥望，壮观的景象尽收眼

底。

交通：

  很多公共汽车从布达佩斯的Arpad hid公共汽车站、Szentendre

HEV公共汽车站埃斯泰尔戈姆公共汽车站发出。

4  月中旬周末和10月的多数周末，渡船在9:00由布达佩斯出发。

皇家宫殿（Kiralyi Palot）

王宫局部的修建只能暗示它以前的富丽堂皇。王宫中的展览馆里展示了王宫的历史、发掘和重建

情况。

门票：成人/学生500/300Ft

开放时间：周二至日9:00-16:30

Salamon Torony城堡

  皇家宫殿以北几百米，这里有原始的皇家宫殿哥特式喷泉和城市历史展览。城堡本身并没有什

么特别之处，为了能从城墙上观看多瑙河河湾壮丽的景色，攀爬上去还是值得。

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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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泰尔戈姆是一个充满了教会奇迹的城市。从19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匈牙利天主教所在地。作

为匈牙利曾经的首都，埃斯泰尔戈姆市内古迹林立，这里有欧洲第三大的天主教教堂——Ezstergo

m Basillica，还有以展示15——16世纪期间的绘画和木刻作品为主的基督教博物馆（Keresztény

Múzeum）等，都非常值得一看。

交通：

  到达/离开布达佩斯Arpad hid公共汽车站站（597Ft，最短的线路1个半小时）和维舍格勒公共汽

车站（302Ft，45分钟）的车一个小时至少一趟。一天有两趟直达从埃斯泰尔戈姆开往杰尔（1160F

t，小时）。

  从布达佩斯Nyugati（512Ft，1个半小时）火车站发车的火车一天有20多趟。

  5月中旬至8月，Mahart PassNave渡船一天一趟由布达佩斯驶往埃斯泰尔戈姆。返回的时间是15:2

0。6月至8月，周末也有布达佩斯到埃斯泰尔戈姆的高速水翼挺（2300Ft，2个半小时）。

埃斯泰尔戈姆大教堂（Esztergom Basi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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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埃斯泰尔戈姆大教堂是匈牙利境内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教堂，据称是欧洲规模第三大的教堂

。教堂建于多瑙河岸边的山丘之上，是埃斯泰尔戈姆市内最主要的观光景点。

教堂最初建于公元11世纪，但是在抗击土耳其人的进攻时遭到毁坏，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是在1856

年修复后的教堂，长118米、宽40米。可以进入教堂内部的珍宝馆（Cathedral

Treasury）参观9世纪末以来的金银制品等；还能够登上多姆展望台（Dom

Kilato）俯瞰美丽的多瑙河。

门票：免费

地址：2 Szent István Square Esztergom 2500

电话：36 33 411895

开放时间：每天6：00－18：00

基督教博物馆（Keresztény Múzeum）

博物馆内收藏的展品珍贵程度仅次于布达佩斯博物馆内的藏品，主要以展出15－16世纪的木刻作

品和绘画作品为主，展品以整个多瑙河地区的艺术家作品为主，以外还有一些意大利艺术家的作

品也被收入其中。

门票：500福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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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 Mindszenty tér Esztergom 2500

电话：36 33 413880

开放时间：3月1日－3月24日：每天10：00－17：00

3月29日－10月30日：每天10：00－18：00

11月2日－12月31日：每天11：00－15：00

城堡博物馆（Vár Múzeum）

城堡博物馆位于曾经的王宫之内，在这里可以参观到一些12－13世纪时期的罗马风格的建筑，博

物馆内还会有一些关于埃斯泰尔戈姆早期历史的展览等，方便游人对于匈牙利的历史有一个更加

全面的了解。

门票：免费

地址：1 Szent István Square,  Esztergom2500

电话：36 33 415986

开放时间：4月1日－10月31日：每天10：00－18：00；

11月1日－3月31日：每天10：00－16：00

格德勒（Godolloi）

  距首都布达佩斯只有30多公里，风景优美如画，大片的农田和绿色植被遍布全城，而她闻名世

界的还是矗立于镇中的格德勒皇家庄园。这座豪华的庄园主人正是雍容华贵又善良大度的传奇人

物——茜茜公主。 

                                               49 / 95



�������

匈牙利:多瑙河明珠

格德勒皇家庄园(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格德勒皇家庄园（Godolloi RoyalPalace）是全欧洲除法国凡尔赛宫以外最大的巴洛克式建筑，

整座建筑典雅大气，也是茜茜公主生前最爱的度假行宫。走进大门，迎面便是一个饰有原型拱顶

的建筑群，虽是古堡，却没有垂老和阴森的味道。建筑群背后是一片大花园，碧绿的草坪、妩媚

的鲜花、威严的塔松将整个花园装点得绚丽而又深沉。

  庄园中一切如旧的国王与王宫卧室、皇帝的工作室、仪式厅、镀着白金的礼堂、金碧辉煌的楼

梯等都对外开放，甚至连巴洛克式的剧院现在也在使用，据说在整个欧洲，拥有独立剧院的宫殿

也只有三座，这里更是东欧地区唯一的一座，实属罕见。

地址：2100 Godollo，GrassalkovichKastely

交通：布达佩斯M2线地铁终点Ors vezertere 搭乘Hev快速轻轨，在GodolloSzabadsag

ter站下车，过马路即能看到皇家庄园，全程约1个小时。

电话：36-26-410124

开放时间：春季周六、周日下午2点闭馆；冬季周三、周四、周六、周日均下午2点闭馆

票价：44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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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魅力无限的匈牙利

   

1、埃格尔（Eger）——英雄古城

从建于十三世纪的埃格尔城堡上，可以眺望整座城市(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是匈牙利北部的英雄古城，位于布达佩斯东北130公里临埃格尔河。前巴洛克式的建筑赋予这

个城市一种悠闲的地中海风格。这里是著名的"公牛血"葡萄酒的故乡，两侧有匈牙利北部高地最

美丽的景区。有“匈牙利艺术珍宝”及“匈牙利雅典”之称。从市中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咫尺

之间共有175座保护建筑及遗迹。

交通：

  从埃格尔到锡尔沃斯瓦里德有公告汽车（405Ft，45分钟，每天九躺）到达布达佩斯（1500F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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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每天3趟），凯奇凯梅特（2080Ft，4个半小时，每天3趟）和塞格德（2660Ft，5个小时，每

天3趟）。如果乘坐公共汽车去托伊卡德话，需要坐过站到尼赖吉佐换乘。

  从埃格尔到布达佩斯Keleti火车站的直达火车（1960Ft，2个小时）每天有四趟。

埃格尔城堡（Eger Castle） 

(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从建于十三世纪的埃格尔城堡上，可以眺望整个城市。

  沿着市中心广场后面一条粗石铺的坡道往上，即可到达城堡。埃格尔城堡最早建于埃格尔附近

一座名为Várhegy的山上，1241年蒙古军队入侵时，城堡被严重毁坏，埃格尔主教随后在市内重

新修建了一座用于防守的城堡，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堡逐渐变成了一座要塞，并在内部修建了一

些哥特风格的教堂和传教馆。1552年，土耳其军队对埃格尔发起了进攻，匈牙利军队在埃格尔城

堡主多波�伊斯特万（István Dobó）的带领下奋勇抵抗，虽然最后仍然以失败落幕，但这次战

争却使伊斯特万成为匈牙利的民族英雄。现在城堡内的传教馆作为博物馆向游客开放，里面有画

廊和蜡像馆等，并陈列着匈牙利军队曾经使用过的铠甲和头盔等。

门票：成人/学人900/450福林

开放时间：4月至8月周二至周日8:00-20:00；9月8:00-19:00；10月和3月8: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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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至2月8:00-17:00

自由广场（Szabadsagter）

  自由广场上最明显的地标是建于19世纪的大教堂(Templom)，这幢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相当壮观

而对称。教堂对面是建于18世纪的教育大学（Tanaikepzo Foiskola），一楼的图书馆馆藏丰富且古

色古香，大学内的中庭还有“匈牙利最美丽的中庭”的雅称。

埃格尔大教堂（Eger Cathedral） 

(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埃格尔大教堂由建筑师希尔德�约瑟夫设计建造。它位于北部的旅游胜地埃格尔市，是匈牙利

著名的第二个基督教堂。

  教堂长93米，宽53米，中间圆顶直径18米，高40米；内部纵轴长80米，宽33．5米，正面由6根

科林思式圆柱形成露天拱廊，每柱高17 米；另有两个54米的高塔。4尊雕像耸立在教堂台阶的两侧

，前面两尊是匈牙利国王伊斯特万和拉迪斯瓦什；后面两尊为使徒彼得和保罗。教堂外部雕塑和

内部浮雕都是威尼斯雕刻家马可�卡萨格兰狄的作品。圣坛上的大幅绘画《圣�约翰殉难像》是

威尼斯画家约瑟夫�丹豪赛尔手笔。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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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4至9月周二至日9:30-15:30；10至次年3月周六、日9:30-13:00

“美人谷”(Szepassony Volgy)

美人谷(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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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谷的酒窖

  埃格尔出产的红葡萄酒（Egri Bikaver）远近驰名，其中公牛血酒（BullBlood Of Eger）因颜色深

红带黑，犹如牛血而得名。在离埃格尔市区大约30分钟路程的“女人谷”有众多的酒窖可以品酒

、买酒，也有餐厅可以享用美食，气氛及食物都挺不错的。如果想品尝这里酒窖中的葡萄酒，最

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家自己看着顺眼的酒窖，告诉老板要品尝葡萄酒，这个时候主人就会提供

给你大概5块钱人民币一大杯的新鲜葡萄酒。

旅人提示：

  虽然酒美价廉，但是也不要贪杯，公牛血在红酒里算比较浓烈厉害的，比较容易上头。

   

2、佩奇（Pécs）——欧洲文化首都

位于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之间的佩奇（Pécs）是匈牙利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这里气候宜人，历

史悠久，拥有华丽的博物馆和全国最好的土耳其遗迹。佩奇还以音乐、歌剧和芭蕾而闻名。

交通：

每天由佩奇到达到达布达佩斯的公共汽车（2660Ft，4个半小时）至少有四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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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位于连接布达佩斯德利火车站的铁路干线上（2610Ft，2个半小时，每天八趟）。

佩奇大教堂（Cathedral）

大教堂是佩奇的最主要标志。土耳其统治时期曾一度改为清真寺，已有千年历史。大教堂长70公

尺宽27公尺，有塔楼四座，其中最古老的是11

世纪所建的内殿，其文艺复兴式的红色大理石及壁画、雕塑，皆为艺术珍品。

大教堂里的内装潢显示出梦幻般的错彩镂金、极其丰富的罗马时代的面貌；石库中还可以

看到更多的精心加工的中世纪雕刻。

乔尔纳伊陶瓷博物馆（Zsolnay Porcelan Museum）

乔尔纳伊陶瓷博物馆位于卡普塔兰街（Kaptalan utca）二号、瓦萨列里博物馆隔街相对，是当地仅

存历史最悠久的一幢建筑物。要进入这家陶瓷博物馆，必须先穿过一个哥德式大门和哥德式壁龛

。沿途可见文艺复兴时期的石窗架、古典主义的雕花铁窗格，展示的都是匈牙利各时期的陶瓷器

。由一道巴洛克式镂花铁门通达建筑的上层，展示乔尔纳伊陶瓷厂发展史。Zsolnay瓷器工厂于一

八五三年在佩奇成立，所设计的高级瓷器于欧洲风行一时，其锡釉瓷砖用在建筑的装饰上，是一

种新型泛匈牙利风格建筑的最大功臣，因而流行了近一个世纪。佩奇市邮局和许多尤吉斯蒂尔（J

ugendstil）青年风格式的装饰瓷砖，以及塞切尼广场上的绿喷泉（Green Fountain）和牛头形的水

盆，都是乔尔纳尼陶瓷厂的产品，现今这家工厂仍在生产精美的花瓶与餐具。

门票：成人/学生700/350Ft

开放时间：4月至10月周二至周日10:00-16:00

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 Cathedral）

圣彼得大教堂 位于市内地势较高的多摩广场北边，由伊斯特凡国王于十一世纪所建，至今已有千

年历史，是匈牙利所有中世纪教堂中最美丽的一座，长七十公尺，宽二十七公尺，有四座非常醒

目的塔楼，夹着屋顶已泛绿的洋式主建筑。西边的塔楼建于十一世纪，东边的塔楼建于十二世纪

，入侵的土耳其人曾把部分的大教堂改作清真寺使用。这座有新罗马式外观的大教堂，最特别的

地方，是四座塔楼之下各有一个小礼拜堂及地下墓室，这也是大教堂最早的建筑部分：位于西北

的是玛丽礼拜堂（Mary Chapel），东北方的神圣心灵（Chapel of the Sacred

Heart）内有十九世纪名师塞克利(Bertalan Szekely）和洛兹（Karoly

Lotz）的作品，西南角的摩尔堂（Mor

Chapel）内包括壮丽的长椅等都是塞克利的作品，而西南角的基督圣礼堂（Corpus Chri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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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el）有文艺复兴式的红色大理石圣坛及壁画和雕塑，都是国内罕见的艺术珍品。

综合建筑门门票：成人/学生1000/500Ft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9:00-17:00

锡格特瓦尔古堡

佩奇以西33公里处的郊外，有锡格特瓦尔古堡，坐落在河中央的小岛上，清晨烟雾萦绕时犹如仙

境一般。

锡克罗斯镇

一座建于15世纪初的古堡，是为数不多的一座保持原状的中世纪古堡，巨大的棱堡、塔楼、炮台

，造形雄伟；堡中的小教堂，壁画精美，石雕生动，尤为珍贵。佩奇的传统工业以陶瓷闻名，历

史悠久。

   

3、巴拉顿湖（Lake Balaton）——度假天堂

(图片由网友 @壮美的诗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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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顿湖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西南约90公里处。蔚蓝色的湖水和丰美的水草以及到了秋天

时湖边坠着一串串紫葡萄的葡萄树，把整个巴拉顿湖和蒂豪尼半岛打扮得恬静美丽、风光旖旎。 

夏季，这个地区是旅游高峰，全是游泳和户外活动，冬季，当地人穿上冰鞋，在结了冰地湖面上

滑冰。

交通：火车从布达佩斯的DELI车站出发，三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巴拉顿湖的中央火车站。

1）蒂豪尼半岛（TIHANY） 

蒂豪尼半岛本笃会教堂和民宅上的红辣椒，摄影：KrissTopher(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蒂豪尼半岛延伸进巴拉顿湖5公里，巴拉顿湖上景色最美的地方，从半岛顶端可眺望湖区全貌

。它整个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蒂豪尼半岛属匈牙利维斯普雷姆县。整个半岛是一处历史文化街区。在半岛的南端，有一座名

叫蒂豪尼的小镇，是领略巴拉顿风情的绝佳胜地。每年有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度假消闲、探古

寻幽，特别是德国的游客，更愿意到这里享受沙滩阳光。站在小镇最高处，向东望去，烟波浩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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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帆点点的巴拉顿湖，从山崖脚下三面铺开；转过身来，是风情万种、秀丽迷人的蒂豪尼小镇

，以及小镇西南山脚下的内湖。这里的名胜古迹、风情景色，无不令人驻足赏叹，流连忘返。

班尼帝克汀（Benedictine）修道院

(图片由网友 @壮美的诗人 提供)

  班尼帝克汀修道院建成于1055年，里面矗立着一座的巴洛克式本笃会教堂（Apatsag

Templom）。教堂中安葬着匈牙利皇帝安德拉什（英文名称Andrew）一世。教堂基金契约是现

存最早含有匈牙利文字的文件。

  教堂北侧，有安德拉什一世和他的王妃阿娜斯塔西亚的双人雕像。

回音山（Echo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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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往北的湖畔，据说在这座230多米的山上发出声音，可听到长达十六个音阶的回音，着实令

人称奇。尽管现在回音效应已经减弱，许多游客还是愿意到此体验一下。

茜茜公主策马铜像

<

(图片由网友 @壮美的诗人 提供)

  本笃会教堂的北侧，有一尊美丽少女蹁腿策马的青铜雕像。这就是奥地利皇后、后来荣膺匈牙

利女王的茜茜公主。尽管这已是一座锈迹斑斑浑身铜绿的雕像，但仍然不失茜茜公主的美丽和风

采。

2）巴拉顿菲尔德（Balatonfured）

  巴拉顿湖区最受欢迎的明星城市，素有“匈牙利葡萄和葡萄酒之城”美誉的巴拉顿菲赖德整座

城市氛围显得轻松而惬意，因为城里有富含二氧化碳的温泉，这里也成为很多心脏病患者和血液

循环系统疾病患者的最佳疗养地。

  城市中心地区并不大，位于市中心的医疗广场（Gyógy

tér）中央有一座建于19世纪的科苏特�拉约什温泉（Kossuth Lajos-forrás），当地人总是习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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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水瓶来到这里接温泉；广场北侧是为了纪念在疗养院进行过浴疗的名人而建的巴拉顿伟人碑（

Balaton Pantheon），著名的诗人泰戈尔也曾在1926年来到这里进行过疗养，在城市的林荫大道上

能看到他的雕像。

交通：

  从布达佩斯搭乘汽车前往这里需要3个小时，乘坐火车则需要大概2个半小时的时间，每天有9

班左右的火车发往这里。每年的5－9月之间，也可以选择从蒂豪尼搭乘轮船前往巴拉顿菲赖德，

途中仅需20分钟左右的时间，每天平均有8班轮船来往于两地，非常方便。巴拉顿菲赖德的汽车站

和火车站在一起，位于Horvath Mihaly utca，距离市中心有15分钟的步行距离。

巴拉顿菲赖德旅游咨询处Tourinform Balatonfüred

地址：Balatonfüred, Kisfaludy u. 1.

电话：36 87 580480

开放时间：

6月：周一至周五9：00－17：00；周六9：00－13：00     

7月－8月：周一至周五9：00－19：00；周六9：00－18：00；周日9：00－13：00      

9月：周一至周五9：00－17：00；周六9：00－13：00      

10月－次年5月：周一至周五9：00－16：00

3）黑维兹（Heviz）

  凯斯特海伊西北方向6公里处，著名的温泉镇。黑维兹在匈牙利之所以人人皆知，是因为这里

有一座欧洲最大的温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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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黑维兹是个十分宁静而美丽的小镇，看不出它竟然是全欧洲闻名的温泉疗养胜地。单独走在寂

静的街道上，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你会十分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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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廖涛 提供)

  温泉湖的湖面为 47500平方米，存水量为10万立方米，湖底呈漏斗形，最深处38.5米，热水从漏

斗的底端冒出时的温度为39.5℃，每天出水8600万公升,整个湖的水每28小时就会更新一次。湖中

的水温夏天33-34℃，冬天23-26℃。湖当中有一个以石柱为地基铁结构玻璃顶的大房子，冬天生暖

气，因此，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湖中游泳。这里不光有更衣室，而且还可以租用救生圈，带上救生

圈就可以到湖的任何地方去游泳。

  温泉湖由于富含矿物质，对风湿、关节炎等有特殊的疗效，尤其是对陈年老病有奇特的效果，

所以这里也成为匈牙利民众最喜欢的休闲处所之一，也是不少外国游客非常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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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匈牙利交通

匈交通便捷，公路、铁路均很发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行车速度普遍很快，因此须遵守交通规

则，注意红绿灯，走人行横道，无交通灯的地方须慢行并举手示意。开车遵守“右手先行”原则

，在没有红绿灯和主路、辅路指示牌的情况下，右边路口的车先行。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铁、公汽

、电车等均无人售票，应主动及时打票。

   

1、飞机

费里海吉国际机场位于布达佩斯东南部约24公里处，是匈牙利唯一的国际机场，乘坐飞机入境匈

牙利的旅客，都要先在费里海吉国际机场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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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机场(图片由网友  @壮美的诗人 提供)

  机场共有3个航站楼：1号航站楼，2A航站楼和2B航站楼。其中1号航站楼建得较早，如今用作

货机和包机的专用航站；2A航站楼与2B航站楼是近年来新建的两座内部相连的建筑，除了匈牙利

航空公司（Malév Hungarian Airlines）的班机在2A航站起降外，其他航班都在2B航站起降。

电话：36 1 2969696

机场内的旅游信息中心

1号航站楼旅游信息中心

地址：1185 Budapest, Ferihegyi Repül�tér Terminal 1

电话：36 1 4388080

开放时间：每天 9：00—22：00

费里海吉国际机场2A航站楼旅游信息中心

地址：1185 Budapest, Ferihegyi Repül�tér Terminal 2A, arrivals

电话：36 1 4388080

开放时间：每天10：00—22：00

费里海吉国际机场2B航站楼旅游信息中心

地址：1185 Budapest, Ferihegyi Repül�tér 2B, arrivals

电话：36 1 4388080

开放时间：每天10：00—22：00

到市区的交通

１）小型机场巴士

  从机场出发，在到达市区的途中在各大饭店停靠。无论到达市内任何地方，票价均为单程2300

福林。不过一般需要坐齐几个人后才可以开车，最后到达目的地的人需要花费一定时间。

咨询电话：36 1 2968555

２）交巴士和地铁

  从2A航站楼前乘坐公交巴士到达终点K�bánya-Kispest下车，换乘地铁M3线，可到达市中心的

戴阿克广场（Deák tér），全程约1小时。

３）机场出租

  出机场可看到车身贴有Airport Taxi标志的正规机场出租车，到达市区约需要5000—6000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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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另外机场也有许多私人出租车，如果对当地路况不熟悉，建议不要乘坐，以免被多收费。

2004年8月，海南航空公司开通了北京至布达佩斯的直达航线。

   

2、火车

牙利国家铁路公司MAV（Tel：1-461

5500国际问讯处；www.elvira.hu

）的路线在各个方向都与国际铁路网络相连；列车时刻表网上可以查到。Eurail优惠票在匈牙利也

有效。EuroCity（EC）和Intercity（IC）列车需要加收一些费用。从布达佩斯可以直达的城市包括

：维也纳（6600福林，31/2小时，每天五趟）、布拉迪斯拉发（3100福林，21/2小时，每天八趟）

、罗马尼亚的阿德拉（Arad；7400福林，41/2小时，每天六趟）和布拉格（11 400福林，9小时，每

天两趟）。大多数大火车站都有行李寄存间，至少从上午9点营业到下午5点。 

火车站候车大厅(图片由网友  @壮美的诗人 提供)

布达佩斯火车站

东站Keleti pályaud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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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达佩斯最大的火车站，建于1881—1884年间，为典型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中央大厅高

大雄伟，长188米、宽44米，弧形顶棚的高度达到了31.4米。从这里发出的列车可以去往德布勒森

、米什科尔茨、埃格尔、托卡伊等匈牙利东部主要城市及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斯洛伐克等东

欧主要国家。

  地址：VIII. ,Baross tér

  电话：36 1 3336342

南站Déli pályaudvar

  从南站出发的列车主要开往佩奇等南部城市和位于匈牙利南部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国家

，开往巴拉顿湖区的列车也要在这里搭乘，因此每到夏季，这里总会变得人山人海。值得一提的

是，旅游旺季还可以从这里搭乘专门环巴拉顿湖行走的慢车线路。

  地址：II.,Alkotás utca

  电话：36 1 3558657

西站Nyugati pályaudvar

  布达佩斯的西火车站位于佩斯的中心位置，是全匈牙利第一座火车站，建筑外观十分醒目，由

著名的埃菲尔公司建造。火车站沿用了埃菲尔十分擅长的钢铁结构框架，采用大面积玻璃装修，

创造了当时的世界之最。大厅两侧的配楼各有一对塔楼，很有法式味道。从这里可以乘坐去往塞

格德、瓦茨等匈牙利主要城市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黑山等邻近国家的列车。

  地址：VI., Nyugati tér

  电话：36 1 349-8503

   

3、水运

布达佩斯的国际码头位于佩斯一侧的伊丽莎白桥（Erzsébet híd）和自由桥(Szabadság híd)之

间。每年的4-10月间，MAHART航运公司经营的游艇每天8：00从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对开，5-9月

的旺季每天中午增加一班。另外，每年的5-9月还有气垫船开往维也纳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

发。

电话：36 1 3181223

Mahart PassN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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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月每日均有开往多瑙河河湾圣安德烈、维舍格勒（Visegrad）和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的

渡船

电话：36 1 4844005

网址：http://www.mahartpassnave.hu

   

4、长途汽车

布达佩斯市内共有四个长途巴士站，其中三个位于佩斯，分别是内普利盖特长途巴士站（Néplig

et autóbusz-állomás）、内普什塔迪昂长途巴士站（Népstadion

autóbusz-állomás）、阿尔帕德桥长途巴士站（�rpád híd

autóbusz-állomás）；此外还有位于布达的Etele tér长途巴士站。四个车站中，除了内普利盖特

长途巴士站同时运营国内、国际方面的长途线路以外，其余

三个总站都为国内长途巴士线路服务。

内普利盖特长途巴士站 Népliget autóbusz-állomás

地址：IX. ker. �ll�i út 131

电话：36 1 2198000（综合咨询）；36 1 2198000（国际线路）

内普什塔迪昂长途巴士站 Népstadion autóbusz-állomás

电话：36 1 2206227

阿尔帕德桥长途巴士站�rpád híd autóbusz-állomás

电话：36 1 4122597

Etele tér长途巴士站

电话：36 1 3824910

   

5、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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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anbusz（Tel：485 2162/219

8080；www.volanbusz.hu

）是国营公共汽车公司。它从布达佩斯出发可以到达很多目的地。所有的国际公共汽车和一些到

达/离开匈牙利南部的公共汽车都是用Nepliget公共汽车站（Tel：264 3939；IX Ulloi ut 131）。

Nepstadion汽车站（Tel：252 4498；XIV Hungaria korut 48-52）在Nepstadion地铁站旁，经

营的是大多数国内公共汽车线路。

大多数前往多瑙河河湾北的公共汽车都在Arpad hid汽车站（Tel：329 1450，靠近XIII Robert Karoly

korut）发车。

所有车站都在地铁线路上，且都在佩斯。如果售票室关门了，你可以上车后买票。

   

6、出租车

在布达佩斯，一般路上是拦不到出租车的，需要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预定，但非常快捷。车费由

三部分组成：基本费：与乘车路线长短无关，白天最多300福林，夜里最多420福林；公里费：按

行程长短计算：白天240福林/公里，夜里360福林/公里；等候费：汽车等候的时候或者驾驶速度少

于每小时15公里的时候，价格为白天每分钟60福林，夜里每分钟84福林。所有的出租车都设有开

收据的自动计费器。根据法律要求，出租车司机必须开发票。另外，小费一般是车费的10%，但

乘客可根据服务质量自己决定。

出租车预订电话：

Budataxi: 36 1 2333333

Budapest Taxi: 36 1 4333333

Citytaxi: 36 1 2111111

F�taxi: 36 1 2222222

   

7、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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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壮美的诗人 提供)

  地下铁路有三条路线——M1（黄色）、M2（红色）、M3（蓝色），三线交会在市中心的迪亚

克广场，每隔2-5分钟就有一班，可以方便到达布达佩斯市区任何一个地方。尖峰时间电车很拥挤

。所有的地图上都可以找到路线图，地铁附近的街上可看到“M”标示。发车时间为04∶30-23∶3

0。每换一线地铁就要一张票。

   

8、租车 

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匈牙利租车游览整个国家是最舒适不过的了。租车适宜人多的情况，考

虑到省时，舒适这一特点，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其价格也算是物有所值。

匈牙利和中国的交通习惯一样是靠右行，使用中国有效驾驶执照及英文公证书可以租车。主路和

辅路标识牌子很明显，加油站设置的很多，城市之间的距离小，因此在任何时候可以停车休息或

就餐。再有，匈牙利成为申根成员国后，无须停车就可以进入周边申根国，象奥地利，斯洛文尼

亚和斯洛伐克；还可异地还车。

比较大的租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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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eginaauto.hu

www.av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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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味蕾上的美妙体验

   

1、美食

匈牙利美食以其独特，浓重，不时可感受到的辛辣味道，口感香甜的糕点，毫无疑问还有辣椒这

一代表性的调料而著称于世。再有，谈到匈牙利美食，就不能不提及匈牙利世界品质的葡萄酒。

古雅什汤 Gulyás leves 

  也叫匈牙利牛肉汤。尽管在匈牙利以外的地方，古雅什汤是一道炖菜，但是在匈牙利它实际是

辣牛肉汤。地道的匈牙利牛肉汤是用匈牙利特产的一种灰牛肉，加上青红椒、土豆、洋葱、胡萝

卜、西红柿、匈牙利特产的红椒粉等原料、辅料烹饪调制而成的，色香味俱全，鲜美可口。

红椒鸡 Paprikás Csirke

  红椒鸡（英语为Paprika Chicken）。红椒鸡的做法看上去非常简单：将鸡肉微煎以定型并略带

焦香，放入炖锅内和特制的红椒酱一起炖煮至入味即可出锅，装盆后撒上香葱，浇上酸奶油，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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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Sp�tzle面团就可以了。和所有炖菜一样，红椒鸡的酱汁是重中之重。红椒鸡酱料的具体做法

各不相同，但简单来说比较基本的是鸡汤（酱汁的基础）、红椒粉、酸奶油（增稠及柔顺）几样

。

  红椒鸡之妙处在于酱汁口感如丝般柔滑，红椒粉的芳香若隐若现，一者温柔如水，一者热情如

火，两者却相得益彰，衬托出鸡肉的鲜嫩。

好雷斯鱼汤 Halászlé 

(图片由网友  @全是玉米 提供)

  匈牙利最受欢迎的汤，味道鲜美可以独自撑起一顿饭。渔夫汤可以含有一种或数种鱼类，可以

做成朴实的渔家便饭也可以多加香料和配菜做成浓汤。

鹅肝酱 Páté

  匈牙利是世界上拥有最优质鹅肝的国家之一，她的鹅肝出口到邻近的每一个欧盟国家。

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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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香肠匈牙利的美食之一，辣椒熏制的香肠更是别具特色。那里有无数的香肠和腊肠系列，最出

名的便是驴肉香肠。从早餐的三明治到晚餐的香肠沙锅，从小酒馆里的香肠拼盘到大餐厅里的酸

菜香肠，人们不断探入挖掘香肠的美食做法，力求做到物尽其用，将香肠的各种吃法发挥到极致

。

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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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不清的蛋糕，布丁，煎饼和各种奶乳制品。多博什蛋糕（Dobos

torta）,索姆洛依甜糕（Somloi

galuska）,奶酪球（Túrógombóc）,甜煎饼（Palacsinta）这些都让你无法抗拒。

辣椒Papr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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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深红色的辣椒磨成粉或者整个的，辣的或者微辣的都是匈牙利厨艺的代表（而且圣乔齐就是在

这里找到维生素C的，所以1937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塞格德和卡洛乔栽培着世界上最佳的辣

椒，而且全世界从加拿大，美国到日本都在使用它。您还能够品尝到使用匈牙利辣椒制作的辣椒

酱，例如“辣Pista”或者“红金辣椒酱”（Piros

Arany）。不过一定要小心哦，吃匈牙利的辣椒会上瘾的！

葡萄酒

  匈牙利是葡萄酒王国，欧洲最好喝的葡萄酒当中有许多都出自匈牙利。尽管也许您不能游遍匈

牙利22个葡萄酒区，不能尝尽所有的葡萄酒，但是有几款酒是绝对不容错过的。象埃格尔的公牛

血，闻名世界的托卡伊阿苏，来自巴拉顿北部地区的白葡萄酒和维兰尼红葡萄酒。

  艾格尔公牛血（Egri Bikaver）是一定要品尝的！托卡伊葡萄酒被法国国王路易斯十四命名为“

酒中之王，帝王之酒”绝非偶然，因为它的口感甘甜爽口，沁人心脾!这款甜度很大的葡萄酒仅在

匈牙利生产，而它的出产地托卡伊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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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餐场所推荐

布达佩斯

  在布达佩斯时尚的现代化餐馆多集中于曼哈顿，快餐店和供应外带食物的窗口在环路和步行区

大量存在。食物摊在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都有。Raday utca（位于中央市场不远）和Liszt ferenc ter

是最出名的两条交通自由街道。在天气暖和的时候，餐桌和遮掩伞摆满人行道，挤满了前来就餐

的人。

Halászbástya

在Halászbástya餐厅就餐可以欣赏到的美丽夜色(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餐厅位于渔人堡里，在南北两端的回廊中都设有座位，不同的是他们将北端的回廊封闭了，同

时上层的平台也归餐厅所有；而南面则只有部分回廊属于餐厅，而且是开放式的坐在这里。在这

里不仅可以享用美食和美酒，更有回廊外的风景。现场演奏着弦乐四重奏，一切的一切，让“浪

漫”这个词在夜色中的渔人堡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Tabani Ka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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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有的食物都是用放在鹅油脂里做的，美味可口。这个地方的装饰显得陈旧，但是服务态

度很友好。常常酥脆的鹅腿，连同做熟的红叶卷心菜和土豆，洋葱屑一起吃，绝对是美味。

地址：Attila ut 27

电话：3757165

参考价格：主菜1900Ft

Menza 

(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可能是布达佩斯人最喜爱的餐厅，装饰考究，菜单上有精美的食物，有放有香调味酸酱和烤南

瓜籽的南瓜汤和烤土豆条的烤嫩猪腰肉。

地址：V Liszt ferenc Ter 2

电话：4131482

参考价格：主菜890到1990Ft

Frici 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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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提供丰富而简单的食物，来这里就餐的多是普通的工作者，所以价格实惠，但是菜品的质

量同样可以放心。

地址：Vll Kiraly utca55

电话：3510197

参考价格：主菜400至700Ft

Angyalok Konyhaja

  这里供应带有浓重亚洲口味的有机食物和素食食物，在以肉食充斥的匈牙利来实在不见。口味

可口，菜量很大。

地址：Xlll Visegradi utca

电话：4120427

参考价格：主菜1080至1480Ft

佩奇

 Aranygaluska gyorsetterem

  这里一到中午就会爆满，集中了工人和办公室的职员，食物简单确绝对可以让你填满肚子，如

果赶时间，这里是不错的选择。

地址：Lrglmasok utca 4

电话：310210

参考价格：主菜430至640Ft

Dom Vendeglo

  如果你喜爱肉食，这家店倒是不错的选择，牛肉、鹿肉、猪肉、火鸡和鸭子可供选择的肉类食

物很多。

地址：Kiraly utca 3

电话：210088

参考价格：主菜1300至2500Ft

埃格尔

  Szepasszony volgy utca脚下有很多小的露台Bufe（小吃店），它们看起来像食物摊，但是这些小

吃店雇佣的服务员到你的餐左前提供服务，在市区，沿着Szechenyi Lstvar

utca步行街也有很多的饭店和小餐馆。这个地区以其pistrang（鲑鱼）菜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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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Senatorhaz Café

  在主要的广场吃饭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晚上在这里就餐，再点一份烛光甜点实在不错。

地址：Dobo Lstvan ter 11

电话：320466

参考价格：主菜1400-3000Ft

巴拉顿菲赖德

Koczor Family Winery

  这是一家私人酒庄，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酒庄内设有餐厅，周围的环境宜人，可以在这

里一边享用美食，一边品尝酒庄内的自制美酒。

地址：Balatonfüred, Bocsár d�l� 0118/12 hrsz.

电话：36 30 9562592

Korona Restaurant and Pension

餐厅位于巴拉顿菲赖德市中心地带，距离火车站非常近，以提供匈牙利风味的美食为主。

地址：8230 Balatonfüred, V�r�smarty u. 4.

电话：36 87 343278

旅人提示：

  留意名字中带“pék”字样的店铺（意思是“面包房”）；这些店里一般都卖新鲜的甜品和美

味的点心（一般110-230福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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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入梦匈牙利

1、布达佩斯

希尔顿酒店

坐落在城堡区之中，毗邻马加什教堂和渔人堡。希尔顿酒店以独特的位置获得了无敌的风景，从

酒店游览整个城堡区，包括王宫、博物馆、马加什教堂、渔人堡，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就算你

不住店，不用餐，在大堂吧点上一杯咖啡，你也可以透过窗户欣赏到外面中世纪修道院留下的古

老遗迹以及多瑙河对岸的风景。

盖勒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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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勒特酒店以其中的温泉而著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里曾是布达佩斯最好的酒店，当年周恩

来总理访问匈牙利的时候就下榻于此。在酒店的大厅左面的售票口买好票，前行左拐便可进到盖

勒特温泉浴场了。

Hotel Citad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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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就在盖雷尔特山塞塔德拉要塞中，是过去的兵营改建而成的。要塞中还有一家全景餐厅及咖

啡屋。

电话：4665794

地址：Xl Citadella Setany，Gellert Hill

参考价格：宿/房10/51欧元

交通：乘坐7路公交车汽车，或者从佩斯中心的Kis

Korut乘坐49路有轨电车，或者从布达的Batthyany ter乘坐19路有轨电车都可以到达。

Eurostars Budapest Center   

  距离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和Astoria地铁中心仅有3分钟步行路程.每间客房都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

接。餐厅提供各类典型的匈牙利特色菜、国际美食和丰盛的自助早餐。

地址：Kossuth Lajos U. 7-9, 05. Belváros - Lipótváros, 1053 布达佩斯

参考价格：双人间60欧元

Caterina Hostel

  虽然这个家青年旅社没有休闲室，但是环境给人舒适的感觉，内部非常明亮，住起来很随意。

电话：2695990

地址：Vl terez kourut 30 佩斯

参考价格：住宿10欧元；房间27欧元

Radio Lnn

  宽敞的公寓住宅，拥有全套的厨房设备，提供客厅和两间卧室。如果你有在布达佩斯长期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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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算这里再合适不过。

电话：3428347

地址：Vl Benczur utca 19 佩斯

参考价格：单间52至70欧元

交通：在Bajza utca地铁站（M1黄线）附近两边有树的安静的大街上。

2、埃格尔

Bartok Ter Panzio

  这个地方的房间环绕庭院排列。有基本房间和天窗。

电话：515566

地址：Bartok Bela ter 8

参考价格：单间7000Ft

Hotel Senatorhaz

  这里位于鹅卵石广场，位置优越，酒店的房间及家具都呈现成怀旧的味道。

电话：320466

地址：Dobo Lstvan ter 11

参考价格：房间56至70欧元

3、佩奇

Hotel Arkadia 

  位于佩奇的中心地带，距离考古博物馆、Mosque of Gazi Kaszim Pasha和Szechenyi

Square只有数步之遥。附近还有佩奇大教堂和佩奇犹太会馆。

电话：8008982388

地址：Hunyadi János Utca 1, Pecs, 7621 匈牙利

Hotel Diana

  旅馆就有乡村色彩，总体上说二楼的房间比一楼的要好。

电话：328594

地址：Timar utca 4A

参考价格：单人间7700Ft

4、巴拉顿菲赖德

Alba Villa Apartment hotel

  这是一座别墅式酒店，共有16间设施齐备的客房，酒店的餐厅也是这里的出彩之处，优雅的环

境和美味的料理令人大呼过瘾。

地址：Deák F. u. 23.

电话：36 87 580124

价格：淡季80欧元/晚起；旺季128欧元/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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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乐淘匈牙利

购买传统的礼品，可以考虑白酒(Pálinka)——其中40%的匈牙利白酒是水果白兰地，乌尼古姆(U

nicum)——世界上味道最苦的酒，非常有助于消化，托卡伊阿苏(Tokaj

Aszu)—匈牙利世界闻名的甜葡萄酒，鹅肝酱和比克萨拉米香肠(Pick

salami)，这些都是典型又味美的匈牙利产品。萨莫什杏仁(Szamos marzipan)巧克力是匈牙利一款非

常好吃的巧克力，红辣椒(Paprika)——匈牙利著名的调料或瓷器(Porcelain)——海兰德(Herendi)或

赫罗哈兹(Hollóházi)或若尔纳依(Zsolnai)都是很好的选择，蕾丝是常被用在妇女服饰或家用饰品

的匈牙利手工艺品，哈拉须的蕾丝世界闻名，梅素科维须得有闻名的麻求刺绣品，还有马毛皮革

艺品、木雕、家具及屋墙彩绘、藤篮编织、彩蛋等也都是匈牙利的传统手工艺。

  瓦茨大街（Váci utca）被称为“步行者天堂”的购物街，全场1.5公里，从Vorosmarty广场一直

延伸到中央市场，街上布满了品牌时装店和首饰店、精品屋和葡萄酒商铺，出售的都是最优质的

匈牙利红酒和白酒。在瓦茨步行街散步时不要错过附近的手工艺品店（Folkart Crafsman's House

Regiposta street 12）。

旅人提示：

到达瓦茨大街（Váci utca）可以选择乘地铁M1线Vorosmarty站出口。 

中央市场(图片由网友  @壮美的诗人 提供)

  中央市场（Central Market Hall）市场分为三层，第一层有色彩缤纷的新鲜农产品，热门的摊位

是那些匈牙利特有的加工食品店，红辣椒、萨拉米斯、火腿还有多汁的鹅肝。第二层主要是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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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而设的食店和纪念品店，有各式各样的匈牙利服饰、纺织品、玩偶、陶瓷、木制品等等，应有

尽有。

旅人提示：

中央市场相关信息

地址：Vamhaz Korut 1-3，Belvaros

交通：有轨电车47、48路

开放时间：周一6:00-17:00，周二至周五6:00-18:00，周六6:00-14:00

大商城坐落在市中心，交通很便利，那你可以去诸如Westend City Center

（www.westend.hu），Arena Plaza（www.arenaplaza.hu）或 Mammut 1 and 2（www.mammut.hu）。

  如果你想购买到更为高档的商品，那么你不要错过安德拉是大街（Andrássy

Avenue），这里有很多精美的建筑和舒适的咖啡厅，而且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的大牌商品（像Louis

Vuitton, Gucci, Cavalli,Boss, Hilfiger等），此处离戴阿克广场（Deák tér）很近。

  如果你对艺术和古玩感兴趣，可以到位于玛尔吉特桥的Falk Miksa街，购物可以从首饰开始，之

后贯穿绘画，雕刻，装饰品，以及20世纪初的精美家具，你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参观具有故事和

神秘色彩的地下商店和画廊！除此之外，设计产品在当今已变得越来越流行。它真正的价值在于

它的唯一和稀有。

旅人提示：

  食品店及购物中心营业时间是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7：00到晚上7：00，星期六从早上7：00到下

午2：00。最大型的购物中心星期天都开，跟小的私人商店一样，很多都照常营业。百货公司营业

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0：00到下午6：00，星期六是从9：00到下午1：00。在主要商店街的商

店可能更晚打烊。因为有些商店星期天不营业，少数的物品可能要到购物中心或市场才买的到。

购物退税

  外国人在匈购物可退税（服务消费、艺术创作、购买收藏品及古玩除外），但需符合以下条件

：购买日期与离境日期相隔不超过90天；每张发票总额超过5万福林；带出境时商品未被使用；退

税申请日期与购买日期间隔不超过183天；出境时经由海关在发票及退税单上盖章证明。

旅人提示：

  其它海关方面的详细信息可在匈海关总局网站上查阅（英文）： http://www.vam.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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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匈牙利行程推荐

惬意的旅行生活(图片由网友  @胜利之旅 提供)

   

1、布达佩斯两日休闲游

第一天

早晨起来到塞切尼温泉泡个澡；然后去城市公园，到英雄广场参观布达佩斯的美术作品展览馆—

—艺术博物馆。沿着andrassy

ut往下走，到Lukacs喝杯咖啡，它就在恐怖博物馆的隔壁。继续往前走穿过Oktogon ter，到Menza

吃午饭，下午到匈牙利国家歌剧院周边观光。到久负盛名的Gerbeaud吃甜的，然后去vad

utca街区的商店，最后去Cha Cha Cha跳舞或者找一间酒吧喝点东西。

第二天

到Eckermann，坐在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中心吃早餐，然后坐通往城堡山的索道，徘徊在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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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街景，在马加什教堂观光。游览渔人堡，晚上在渔人堡的拱廊餐厅就餐，欣赏夜色美景。

   

2、匈牙利精彩一周游

在布达佩斯至少要带上三天，看看这里的风景和博物馆，光顾路边的小餐馆。第四天餐馆布达佩

斯周边圣安德烈的户外博物馆和埃斯泰尔戈姆大教堂。第五天早上搭乘去佩奇的火车，餐馆有趣

的土耳其遗址和城镇里的诸多画廊。第六天去埃格尔看看那里巴洛克式的城镇建筑，之后到“美

人谷”品尝著名公牛血葡萄酒。最后一天到巴拉顿湖的蒂豪尼半岛或者巴拉顿菲尔德镇感受这里

的迷人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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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人提示

美丽的匈牙利少女(图片由网友 @奇迹之路 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大使馆：

地址：1068 Budapest,Varosligeti fasor 20-22

电话：00361-4132400，00361-4132401

传真：00361-3229067

领事部：

接待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四，09：00－11：45

接待厅地点：1068 Bp. Benczur u. 18

领事部电话：00361-4133381; 00361-413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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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部传真：00361-4133378

经商处和科技组：

地址：1068 Bp. Benczur u. 18

网址（中英文）：http://hu.chineseembassy.org/hu/

常用电话

警报：107

火警：105

救护：104

修车：188   

查号：198   

机场问询：2969696

国际电话号码查询：199

安全形势与治安状况

  与欧洲多数国家一样，匈治安状况整体良好，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不太常见。以下情况需引

起注意：针对驾车旅行者的劫财行为时有发生，不要搭理陌生人，轻易不离开车辆，不在车厢内

放置包箱等；人群集中的地方谨防小偷，重要证件和钱物应贴身放好，不要随身携带及暴露大量

现金，不配戴贵重首饰；使用信用卡时要注意保护密码，以防被复制和盗用；出入酒吧、夜总会

、咖啡屋时需提防被诈骗，尽量拒绝主动提供、劝诱的服务；不在街头换汇，在正规兑换点或银

行兑换并保存单据；夜间外出最好结伴而行，有当地陪同最好；遇警察查验身份，应积极配合（

如违抗，警察有权拘留当事人不超过8小时），同时需保持警惕，以防遇上骗财的假警察，被查公

民有权询问并记下警察的姓名、代号等；临近圣诞节期间，在中国人经常出入的地方如中国市场

等地曾出现多起抢劫和暴力事件。此外，匈国内存在少数排外、仇外的“光头党”，他们通常是

一些着黑衣、穿军靴、光头或发型古怪的年轻人，对这类人须敬而远之。

风俗禁忌

匈牙利人不用手指着别人的脸部，认为那样是不礼貌的。

他们避免做出伸懒腰等不礼貌动作。   

匈牙利人社交场合与客人相见时，一般是以握手为礼，有时也行拥抱礼。   

匈牙利人不吃奇形怪状的食物，认为吃了这些东西，吉祥就会像鱼一样溜走。   

匈牙利人忌13和星期五，尤其是举行宴会时，不能设13个座位。他们认为打破了玻璃和镜子将有

倒霉的事发生。

其他 

整个匈牙利的自来水都可以直接饮用。

匈牙利越来越多的地方禁止吸烟，因此您在点烟前先询问一下是否可以吸烟！

很少有地方可以讲价。

行人总是有优先权。

星期日很多商店不开门。

高级酒店可向服务台索取电热水壶，酒店一般备有袋装茶叶。

早餐需要加热牛奶可向服务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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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游客都将布达佩斯作为基地，前往全国各地作一日游，从布达佩斯乘火车去任何地方都不超

过5个小时。

在东欧，教堂、宫殿、高级场所为正式场合，进入时需衣着得体，应根据行程提前携带。

正规酒店大厅都有旅行交通地图和各种打折优惠宣传单免费提供。

旅人提示：

本攻略中提到景点门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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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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旅行关键词

《布达佩斯之恋》（CloomySunday） 

 

  本片改编自Nick Barkow畅销小说。三零年代的布达佩斯，一首触心灵，风靡全球的浪漫经典乐

曲，引领出一段错综复杂的四角关系，一个美艳动人，芳华绝代的少女，一个风度翩翩的餐厅老

板，一个才华洋溢的钢琴家和一个深谋远虑的德国军官的爱情故事。以薄片肉卷闻名的蕯保餐厅

座落于布达佩斯一条幽静的巷道内，餐厅主人拉西娄雇用安德拉许为店钢琴师，这两人同时爱上

了美丽的女助理伊洛娜，安德拉许为伊洛娜创造出一首凄美的钢琴曲“忧郁的星期天”，这首曲

                                               92 / 95



�������

匈牙利:多瑙河明珠
子并让安德拉许一夕成名；但三人间微妙的感情，从汉斯魏克的出现后，便遭到了破坏⋯⋯

《布达佩斯漫长的周末》（ALongWeekendinPestandBuda）

  匈牙利传奇演员MariTorocsik和IvanDarvas联手在电影大师卡罗利�马克这部最新力作中演出。

这部当代浪漫爱情剧的背景设在风景如画的布达佩斯，Darvas扮演一个的退休老人，曾在匈牙利

“56年革命”期间被迫离开祖国。他和妻子在瑞士过着安逸的退休生活，一个电话却促使他重返

故土。他与旧情人重燃爱火，而这位旧情人掌握着许多将会改变他命运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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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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