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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  贴士  治安  语言  货币   

税收  小费  时差  电压  通讯   
邮政与明信片  饮用水 签证办理 
 

城市发展  新区(市区)  旧区  工人住宅区  
电视铁塔  三权广场  三权广场大道 
国会大厦  曙光宫  总统府 

司法大楼  巴西利亚大教堂        
国家公园  库比奇科总统纪念馆 
帕拉诺阿湖 市规划设计博物馆 
 

饮食场所 

特色美食 巴西烤肉  豆子炖肉  休拉斯科  
腓乔亚达  科西尼亚  凯乔面包  
波岚达   发劳粉 

特色饮料 巴西咖啡  瓜拉那   果汁  
     卡沙萨酒  马黛茶 

P19/购 物  

巴西特产 宝石  皮具  咖啡  工艺品 
蘑菇  蜂胶  黑豆  蝴蝶标本 

P20/娱 乐  

足球  夜生活  巴西利亚电影节   
桑巴  观看体育项目 

P16/交 通  

飞机  地铁  巴士  出租车 

P5/景 点  

P2/基 本 信 息  P17/美 食  

P14/线 路  

D1  三权广场→国会大厦/曙光宫→巴西利亚大

教堂→JK 总统纪念馆→巴西利亚电视塔 

D2  帕拉诺阿湖→巴西利亚国家公园  

 

P21/其 他  

住宿  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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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asilia 
巴西利亚 

高度完整的城市规划、注重细节的宜居环境、构思新颖是建筑、有效的城市管理等等，都让巴西利亚

成为城市规划的典范。 

 

 

巴西不要求入境旅客出示健康或检疫证明，从巴西到另一个国

家也不需要检疫证明。不过，游人如果打算前往亚马孙地区，

或马托格罗索的沼泽地，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打黄热病预防针。

旅客入境巴西前须在机场填申报单。 

进入巴西境内可携带的物品有： 

旅客进入巴西海关时可免税携带个人随身物品、报刊杂志和总

额不超过 500 美元的其它物品，超过部分需缴纳 500%的进口

税。在巴西境外停留超过 1 年的旅客可另外携带部分家用和工

作用品。个人携带现金或旅行支票折合不得超过 1 万巴币（约

3000 美元）。 

不能作为行李带入的物品有： 

用于销售或工业用途的物品；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辆飞行器；

水面航行器等。 

禁止带入的物品有： 

巴西生产专门用于国外销售的烟酒；麻醉品或毒品；意图逃避

检查的隐藏物品。 

须申报的物品有： 

超过免税额的物品须缴纳进口税；折合超过 1 万巴币的现金或

旅行支票；动物、植物、种子、食品、药品、武器等。 

 

 

 

 
 

 

 

 

 

1、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随意乱扔废物不再仅仅是个缺乏教

养的行为。现在，在马路和人行道扔废弃物是违法行
为，将受到罚款处分。法律规定的罚款分为三等：轻的罚

款 20 到 500 美元，重的罚款 500 到 5000 美元，最严重

的罚款 5000 到 5 万美元。 
 
2、 不管是离开旅馆还是饭店，记得养成回头检查一下行

李的习惯。比起待在家里，你在路上会带更多东西。 
 
3、 把身上的钱放在不同地方。除了贴身保存的卡和钱包，

至少要把一张卡藏在别的地方，如果在路上你丢了卡可没

那么容易补办。网吧里慎用信用卡，有些网吧可能安装了

能记录键盘输入的软件。 
 
4、 扫描好所有重要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等等，然

后放在自己的邮箱里。以前的旅行者习惯把护照签证保险

等文件复印几份，然后把它们和原件放在不同的地方。不

过这么做已经过时了，还是数字方式最保险，这样做即使

你的行李全都丢了，你的文件也不会丢。 
 

 

 

1、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当然，出门在外，

小心谨慎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在巴西利亚周边的几个

城市并不是旅游城市，而且那里的治安也并没有巴西利亚

那么好。事实上，在这些城市中有大量的危险地带，如果

您并不知晓的话，那么最好不要去。 
 

2、 在夜晚，邻近巴西利亚中央车站的区域并不安全，这里有

很多妓女和吸毒者。另外，最好不要在夜晚独自外出。 
 
 

 

 

葡萄牙语是巴西的官方语言，一般人不会外语，但在大型的旅

馆和餐厅里，英语也通用。此外，西班牙语也较为常用，大多

数人都听得懂西班牙语。 

中文名称： 巴西利亚 

外文名称： 葡萄牙语 bɾaˈziliɐ；英语 Brasília 

别名： 巴西里亚 

地理位置： 巴西 联邦区 

面积： 5814 平方公里 

人口： 200 万人 

气候条件： 四季如春，全年分为雨季和旱季 

机场： 巴西利亚国际机场 

市中心方位： 南纬 15°45（15.75°） 

西经 47°57（47.95°） 
 

入 境  

贴 士  

治 安  

语 言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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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1 人民币元=0.2474 巴西雷亚尔 

1 巴西雷亚尔=4.0417 人民币元 
 
汇率总在变化，所以多打听有好处。今天汇率最优惠的店铺，

明天可能就不是最好的了，所以如果你要多次换汇的话，最

好在下一次换汇之前重新询价。 

 

兑换 
巴西货币称为“雷亚尔”。2013 年流通的纸币面额为：1 元、

2 元、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巴西各大报每

日均会列出美元与巴西币的最新汇率。 
 

中国国内没有巴西货币雷亚尔的兑换，而且人民币不是国际

通用货币，所以去之前最好兑换成欧元或者美元。巴西利亚

大部分店都接收美元和欧元，千万不要带着大把人民币过去，

一是没办法使用，二是也不安全。 

 

ATM 取款 
目前，巴西最大的银行 Itaú银行遍布巴西全境的 2.9 万台

ATM和花旗银行(Citibank)的少量ATM可使用银联卡进行取

款和余额查询。Itaú银行和花旗银行均可受理所有带有“银

联”标识的银行卡都可以使用。由于信用卡取款需支付透支

利息，建议持卡人境外取款使用银联借记卡。 
 
境外使用银联卡在 ATM 上取款，银联借记卡单卡每日累计取

款不超过 1 万元人民币的等值外币。所提取的当地货币金额

将按市场汇率直接转换成人民币金额，并由发卡银行及时记

入持卡人的人民币账户。 

在巴西，机场税已包括在电子客票中，消费税已包括在一切

消费中。 

 

 

理发店和美容院要付 10%-20%的小费，在路边帮你看守汽车

的少年，当你回头来取车时，会跟你要 0.5 美金。如果在熙

来攘往的夜总会或剧院门外停车，这些看车少年会事先要 1

或 1.5 美金，此时最好照付。 

巴西利亚和巴西北部地区大都为 220 伏，巴西南部城市电压

为 110 伏，但绝大多数酒店均有 110 和 220 伏电源。所以中

国游客在使用国内电器之前一定要注意查看适用电压。 

货 币  税 收  

小 费  

电 压             

中国的手机只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玛瑙斯使用，其他地

区无法使用。宾馆电话打国外较贵，一旦接上国际线，不论

接通与否都开始计费。建议买当地的电话卡，或者在机场直

接租用巴西的手机，都很方便。 
 
如果在巴西旅行时间较长，可以办一张巴西的 SIM 手机卡，

巴西有 5 家主要的手机运营商：TIM、Oí、Claro、Vivo 和

Nextel。TIM，Oí、Claro、Vivo 和 Nextel：这几家公司的

门店里都可以办理手机预付 SIM 卡(Pré-pago)，办卡需要支

付 15 雷亚尔的办卡费，不同的通话套餐选择资费也不同，一

般市内电话 1.5-2 雷亚尔/分钟，接听免费。TIM 的手机号码

可以直接拨打国际号码和发送国际短信。在便利店、餐馆、

报刊亭可以购买到手机充值卡，价格有 5 雷亚尔、15 雷亚尔、

25 雷亚尔、35 雷亚尔等。 
 
巴西街头的电话亭是 IC 卡电话，没有投币电话，便利店和报

刊亭出售价格最低 5 雷亚尔的电话卡。 

 

通 讯  

巴西自来水中含杂质及铁锈，最好不要生饮。打算前往亚马

孙地区的游客，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打黄热病预防针。 

 

饮 用 水  

时 差  

巴西夏季时间比北京晚 10 个小时，冬季比北京晚 11 小时。 

邮 政 与 明信 片  

巴西邮局的标志为黄色“Correios”标志，每隔若干个街区

就 能 找 到 一 个 邮 局 。 邮 局 营 业 时 间 一 般 为 周 一 至 五

9:00-17:00，周六 9:00-13:00，周日邮局不开门。有时不同

的邮局营业时间不一样。 除了普通的邮政服务，投递包裹的

服务为 Sedex 和 EMS。 
 

邮寄明信片，寄往巴西国外的价格：5kg 以下，2.75 雷亚尔。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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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0 年 1 月 19 日开始，北京巴西使馆领事处将仅向巴西

公民及外国公民发放防伪护照及赴巴西防伪签证。自次日起，

只 接 受 网 上 申 请 ， 请 连 接 以 下 网 址 ， 

https://scedv.serpro.gov.br. 界面上可能出现“不安全提

示”，请忽视此提醒，继续您的操作。    

签证材料要求 

1、 申请者护照，有效期不少于 6 个月，护照必须含有至少

3 页空白页。 

2、一张近照，普通护照照片尺寸，白底，正面全照。 

3、一张签证表格，填写完整，由申请人亲笔签字(少于 18 周

岁的未成年人由父母代签)。签证表格可以在以下网站上填

写，https://scedv.serpro.gov.br/frscedv 然后用 A4 纸打

印出来。 

4、如果申请人的护照不是本领区护照，需要提供在本领区工

作或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明。 

5、行程安排或旅行社/航空公司提供的行程表；来回机票预

订单，包括巴西航程的来回订单。 

6、巴西酒店预订单。 

7、申请者在巴西停留期间经济实力证明：最近 3 个月银行存

款证明或者信用卡对账单；申请者公司在职准假证明。 

8、签证申请所需材料：护照、签证申请表(申请表应有申请

人签名并注明填表日期)、2 寸护照彩色近照一张、居住和工

作证明(如系在校生，应提供学籍注册证明和在校学习证明)、

经济能力证明、往返机票复印件、旅游者需提供由旅行社出

具的致领事处的公函，写清旅客姓名，旅游详细日程，航班

号及出发和返回的日期。 

其他注意事项 

1、旅游者应在签证签发之日起 90 天内入境。使馆建议申请

人最多提前一个月办理签证申请。 
 
2、巴西还不接受个人申请的旅游签证，需要参加旅行社申请

旅游签证。 

签 证 办 理  

巴西驻华大使馆 

办公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27 号 
周一至周五，以下日期除外：12 月 25 日(圣诞节)、12 月最

后两个工作日、中国公共假期，9 月 7 日(巴西国庆日)，以及

其他事先通知的日期。 

通过电话：010-6532-2882 (葡萄牙语、英语及汉语录音信

息)。 

领事部不提供关于签证事务的电话咨询。 

通过电子邮件： 

以下邮件 consular.pequim@itamaraty.gov.br 只用于澄清

本网站所提供的信息，其他问题将不予答复。 

巴西驻上海总领事馆 

巴西驻上海总领事馆领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

徽省和山东省。 

办公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188 号，亚盛大厦 7 楼 703 

200041 

电话：021-6437-0110 传真：021-6437-0160 

电子邮件：brazil@brazilshanghai.cn 

网址：www.brazilshanghai.cn 

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 

巴西驻香港总领事馆领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 

办公地点：香港湾仔区港湾道 30 号，新鸿基中心 2014-21

室 

电话：852-2525-7002 传真：852-2877-2813 

电子邮件：consular@netvigator.com 

网址：www.brazil.org.hk 

巴西驻广州总领事馆 

总领馆的领区将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福

建省，贵州省，云南省和湖南省。 

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1403 室  510623 

电话：020－83652236 传真：020－83652203 

网址：www.cantao.itamaraty.gov.br 

巴西驻台北商务办事处 

该办事处领区为台湾 

办公地点：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 197 号 5 层 

电话：8862-2835-7388 / 886 传真：8862-2835-7121 

电子邮件：visto@braziltrade.org.tw 

网址：www.braziltrade.org.tw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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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巴西利亚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位于巴西中部戈亚斯州高原上、马拉尼翁河与

维尔德河汇合的三角地带，现在是巴西新首都。它与自己的几座卫星城组成一个联

邦区。这里风光秀丽，气候宜人，树木常年葱绿，鲜花久开不败。在世界文化遗产

的数百座城市中，巴西利亚历史最短。城市设计独树一帜，建筑风格多彩多姿，融

世界古今多种建筑艺术于一体，集各种建筑风格于一城，故有”世界建筑艺术博物

馆”的美称。城市平面形状是一架有后掠翼的喷气式飞机，各功能区布局合理，是

理想的城市，堪称为城市规划史上的里程碑。 

巴西政府在建新都前曾向全世界招标，征求设计方案，随后邀请世界上众多著名的

建筑大师组成评选委员会，从 26 个设计方案中选定了卢西奥·科斯塔教授的平面布

局为飞机型的蓝图。还请参加过联合国大厦建筑的巴西著名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担

任新都建设的总工程师。  

巴西利亚城内各行各业均有自己的“安置区”，银行区、旅馆区、商业区、游乐区、

住宅区，甚至修车都有固定的区位。为保护“飞机”形状不被破坏，城内不准建新

住宅区，居民尽量分布在城外的卫星城里居住。从落成至今，它仍然是个漂亮而现

代化的都市，并把繁荣带到了巴西中西部，贯通了南部与北部，带动了整个国家一

起发展进步。  

巴西利亚除市区外，还有 9 个卫星城和农业区。戛玛卫星城距市区最近，有 10 公

里；布拉斯兰迪亚最远，56 公里。各有公路相连。 

巴西利亚著名的自然景观有国家公园、阿瓜斯·埃曼达达生物保护区、依贝格和加瓦

萨瓦多自然保护区、圣巴尔托罗摩和德斯科贝托环境保护区。市政当局还计划辟建

一系列自然保护区，如加马河盆地河里约·马拉瑙保护区。这些自然景点或位于市区，

或与老区毗邻，或地点偏僻人迹罕至，这都使巴西利亚到处生机盎然，充满无限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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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enic 
pots 

景点 

巴西利亚坐落于人工湖帕拉诺阿湖半岛上，形如一架朝向东方的飞机。巴西利亚市区建筑风格新颖独特，

多姿多彩，融合了世界古今建筑艺术的精华，获有“世界建筑博览会”的称号。 

巴西过去曾在萨尔瓦多城和里约热内卢建

都，两地都是海滨城市。出于多方考虑，决

定在内地创建新都。 

 
1822 年巴西独立之后，巴

西政府出于政治、经济和

战略安全的考虑，曾决定

在内地创建新都。从设想

到实际迁都，历时 138 年，

中经迁都酝酿和决策。 

新都选址和规划中 

动工建造。总统库比契克

确认巴西利亚为国家中心

并作为首都，做出迁都巴

西利亚的决定以加快内地

开发，从 26 个设计方案中

选定了卢西奥·科斯塔教授

的 飞 机 型 平 面 布 局 为 蓝

图。1956 年 11 月动工兴

建，由建筑师奥斯卡·尼米

叶尔的设计建造。 

巴西正式将首都从里约热

内卢迁到巴西利亚。 

   1822 年 

   1891 年 

 

   1956 年 

 

 1960.4.21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887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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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亚有新区(市区)、旧区和工人住宅区三部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新区(市区) 

新区建筑平面布局像一架机头向东且有后掠翼的喷气式飞机，这象征着巴西是迅速发展中的国家。机头部位有三权广场、议会、总统

府和最高法院，象征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机身前部是 18 座对称的政府各部办公大楼。议会大厦由众参两院会议厅和超高办公楼组

成。两院会议厅是扁平体，长 240 米，宽 89 米，平顶上突出一仰一覆两个碗形屋顶，上仰的是众议院会议厅，下覆的是参议院会议

厅，分别象征民主和集中。总统府是一座精心设计的四层楼建筑，外部几乎全部采用玻璃结构。上述这组楼群中，外交部大厦最引人

注目。整个大厦立身于湖水中，四壁由玻璃构成，被誉为水晶宫。水晶宫正门的湖面上一座由 5 块石头组成的变形莲花，象征着五大

洲的团结。  

从机头向后的建筑群是全城的主轴，它错落有致，风格各异，又浑然一体，形成一个和谐壮美的画面。与这个主轴交叉的，是一组造

型各不相同的住宅群。这些住宅沿着与湖面平行的自然曲线排列，形成喷汽机的两翼。每个住宅区有数十座大楼，建有学校、幼儿园、

影院、教堂、商店和医院等，生活区之间隔着绿地，或者花圃和丛林，四季常青，使人感到虽身处高楼群内，却不乏大自然的情趣。

机尾处是火车站和向南北伸去的铁路。再向后是小型工厂。此外，散处不同地点的巴西利亚大学历史中心、大教堂和式样各异的使馆

建筑，都展示了现代建筑艺术和风格。整个新区布局协调、结构新颖，处处绿草茵茵，繁花似锦。机翼前方的帕拉诺阿人工湖上碧波

粼粼，湖畔林木苍翠。这座人工湖由四条河拦截而成，蓄水量 4.91 亿立方米，还起着调节气候的作用。  

旧区 

老区建筑以普拉纳尔迪纳历史中心(1859 年建造)最负盛名，现位于巴西利亚的一座卫星城内，是联邦区内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建筑

群。另外的 9 座庄园也保存完好，其中最大的庄园索乌拉迪诺始建于 1832 年，它的屋舍属典型的地方建筑。还有巴兹兰迪亚历史中

心也是老区内的著名建筑。  

工人住宅区 

工人住宅区是创建新都时为建筑工人临时搭建的具有现代特色的木屋，大部分木屋保留至今，少数因城建需要已被改建或拆除。法蒂

玛圣母院、奥里维拉医院、巴西利亚第一座教堂-圣·约瑟夫教堂和第一所学校也坐落在工人住宅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各 区 特 色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887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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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亚电视铁塔  Brasilia TV Tower 

 
 
 
 
 
 
 
 

 

 

三权广场 Square of the Three Powers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在巴西利亚市中心, 三权广场大道的尽头，耸立着一座全城最高的建筑——电视

铁塔。这座雄伟的铁塔高 244 米，比巴黎埃菲尔铁塔低 100 米，为世界第四高

铁塔。站在它的脚下仰视，会叫人联想起巴黎埃菲尔铁塔。铁塔四周芳草萋萋，

阳光下飞酒的喷泉映出道道彩红。游人可登上铁塔，领略到巴西利亚那磅礴的气

势和雄伟的姿态。,乘观光电梯到达 75 米的观景台,一阵清风扑面而来，顿觉神清

气爽。放眼纵观东西，横望南北，整座城市秀丽风光尽收眼底。 
 
电视塔是观赏整个巴西利亚的最好视点，可以把巴西利亚的布局看得一清二楚，

巴西利亚的中心地段象一架起航的飞机，国会大厦便是这座飞机的驾驶舱，两翼

分别是议政厅和高等法院，机身部位是国家各大管理部门。 
 
 

1、 巴西利亚电视塔建立于 1967 年，建立之

初高 218 米，在 1987 年的时候对其进

行加高，现在的高度为 224 米。 

2、 观景台可容纳 150 人，游客可免费乘电

梯登台。电梯里有电梯管理员专门负责

把游客送到电视塔上，但是饮料是不允

许被带上去的。 

3、 电视塔每逢周末，周围有手工艺品市场，

是购买纪念品的好地方。 

三权广场是巴西利亚政治中心，也是各个行政司法建筑的集中地。三权广场是

一座露天广场，广场周围的建筑设计构思大胆、线条优美、轻盈飘逸。三权广

场代表国家三种权力：总统府，国会，联邦最高法院，被称为巴西的神经中枢。   
 
在三权广场，游人看不到任何古迹，但丰姿多彩的现代派建筑物令人惊叹不已，

这些建筑设计构思大胆、线条优美、轻盈飘逸,其中有的还含有一定的寓意。两

层楼高的总统府前的一尊两人持矛并肩而立的首都开拓者铜像，象征着巴西人

民团结一心捍卫祖国。 
 
三权广场是巴西利亚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巴西利亚旅游必到景点之一。 广

场周围环绕众议会，参议会，国家大法院，总统府，外交部，国家民族独立纪

念馆，劳动者纪念碑等众多建筑。每两周一次的升降国旗仪式也常常吸引众多

游客。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 

广场部分：全天 

最高法院： 周六周日 10:00—14:00 

国会议事堂：周一至周五 9:30—16:30  

周六 10:00—14:00  

每隔一个小时出发一个团队,可随团参观 

交通：从短途巴士站搭乘巴士大约五分钟就

到，票价约 2 雷亚尔。 

建议游玩时间： 3 小时  

最佳旅游时节：4 月-9 月 

 

雕塑的寓意 

 首都开拓者铜像 
总统府前的一尊两人持矛并肩而立的首都开

拓者铜像，象征着巴西人民团结一心捍卫祖

国。 
 

 失明的法官 
最高法院喷泉旁边是一尊没有刻画眼部表情

的女士雕像。他被称为“失明的法官”，是用

来隐喻那些有失公平的评判，以此来警示执

法人员要坚守正义。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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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广场大道   

 
 
 
 
 
 
 

 

 

国会大厦  Brazilian Parliament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三权广场上最引人入胜的是国会大厦。国会大厦也是巴西利亚最具标志性的建筑

之一。国会大厦主要由“国会宫”和 6 座参、众议员办公楼组成。两栋相向而立

的各 28 层的高楼分别是国会的上议院和下议院。两楼半腰有一“天桥”相连，

整座楼形成“H”形。“H”是葡萄牙文“人类”的第一个字母，因此这个造型寓

意“以人为本”和“人类主宰世界”。在大楼底下的两个雕塑，分别代表日出和日

落。议院的设计极具特色，国会宫是一个半地下的建筑，平坦的矩形屋顶上分左、

右排列两个大“碗”，从外表上来看，两院的会议厅如同两只碗，一只碗口朝下，

一只碗口朝上，错落有致。碗口朝上的在右，是众议院的标志，意为“广集民意”。

这是因为众议院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一般的民众可以随时旁听，其开口方向代表

了众议院的开放性；口朝下的在左，是参议院的标志，意为“最终裁决”，因为参

议院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是不能对外公开的，比如对驻各国大使的任命、总统

到国外出访以及国家军事预算等议题,都是秘密决策的，碗口朝下的设计便体现了

它的这一特性。 
 
小贴士： 

国会大厦展厅是公开向游客开放的，里面展示了巴西利亚的规程和建造过程。国

会大厦里的办公室可以在专门人员的带领下进行参观。前台只要登记了来处和姓

名，还可以领到明信片，免费寄回国内。 

尼梅椰尔与建筑 

 建筑风格 
尼梅椰尔的建筑设计思想充满创意精神。

他自担任首席设计师后，先后设计了巴西

国会大厦、总统府邸“曙光宫”、巴西外交

大楼“伊塔马拉蒂宫”、联邦最高法院大楼、

政府各部办公大楼、国家剧院、巴西博物

馆、独立纪念馆等许多建筑。为了跳出现

代建筑材料给予人的冰冷印象，尼梅椰尔

在设计时构思胆大，线条优美，尽量采用

曲形与弧形，使得市内建筑显得轻盈飘逸，

充满了瑰丽多姿、耳目一新的艺术美感。 
 
他设计的教堂，一反常态，既不是意大利

的罗马式尖顶，也不是哥特式叠楼，而是

设计成自由女神的皇冠。在教堂里见不到

神坛，耶稣与女神均被吊在半空中。不论

是桥梁，还是灯柱、纪念碑或是电视塔；

不论是城市绿地或是公共汽车候车亭，都

有独到之处，因而，巴西利亚的城市建筑，

被誉为世界城市建筑博览。 
 
国会大厦两旁，就是依次好像豆腐块或者

多米诺骨牌一样排列的整齐无比的各级政

府大楼，每栋大楼代表一个部门，比如旅

游部，环保部，规划部，卫生部等等。 

三权广场大道是巴西利亚的主要街道。从三权广场一直通向城西的广播电视大

楼，全长 8000 米，宽 250 米，总面积达 200 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中型机场

那么大，可以在上而修建 280 个足球场，称得_上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宽

街”。以气势恢宏、宽敞博大著称于世。 
 
三权广场大道实际上是议会大厦前面的“广场”。大道两侧高楼林立，令人惊奇

的是，各部的大厦，其建筑各领风骚，没有一座雷同的楼宇。谁要是看过巴西

新首都巴西利亚的三权广场大道，就再也不会说法国巴黎的爱丽舍田园大街、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7 月 9 日大街多么多么宽了。 

 

 

小贴士： 

1、每逢周末节假日，会经常在三权广场上看

到在贝林抱(一种巴西民族乐器)的伴奏下，一

群黑人跳起了街舞卡波拉。在世界第一“宽

街”上跳街舞，那感觉一定不错哦。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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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宫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巴西利亚最美的建筑物要算总统官邸“曙光宫”了。“曙光宫”（也有人称“黎明宫”）

建设得最美丽、精致。这座置于“飞机”型城廓头部“驾驶舱”地位的二层楼房，

其布局寓意是巴西总统驾驭着巴西联邦共和国高速飞行。 

曙光宫四角是平滑光亮的水磨石，正面有两个长方形水池。官邸本身是一幢窄长的

两层楼房，四周墙壁都是由落地玻璃长窗组成，外面走廊上有许多上长下短的菱形

柱，恍如水中倒影，整个结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停泊在绿色海洋中的一艘华丽而

庄重的游艇。建筑坐东朝西，前面是大草坪和横贯左右的宽大水池。官邸前面一排

三角形立柱，别有一番情趣。房后林中不时传出鸟鸣，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总

统偶尔也在高大宽敞的书房中接待国内外来宾。 

“曙光宫”旁还有一座小桥通向人工湖，那蜿蜒曲折的造型，犹如一条洁白的飘带

从空中降落人间，一半悬在半空，一半已浸入碧波荡漾的湖水之中…… 

 

总统府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何以取名“曙光宫”？ 

清晨遥望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只见

在城市东方尽头的总统官邸，首先沐浴着

灿烂的晨曦，由于它四周用玻璃镶贴的墙

面，它的廊柱呈棱形，有四个角。图案来

自印第安人的盾牌，四角有箭头，表示印

第安人是巴西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古代印

第安人作战用的尖刃向上的大厅廊柱，反

射出熠熠金光，使‘曙光宫’顿时成为一

座光芒四射的宫殿。因此巴西朋友说，总

统官邸是最先迎来了巴西的黎明，因而取

名为‘曙光宫’”。 
 
随着红日高照，整个城市显露出五光十色

的绚丽面貌。在那些大块灰白色、粉红色、

浅绿色及黛色建筑群中，以它独特的建筑

造型及墙面色彩婷婷玉立其中。从不同角

度远远望去，时而反射出夺目的光芒令人

眼花缭乱，时而它像在绿草丛中一块晶莹

透明的水晶体，给人以高贵、富丽的感觉，

真是妙不可言。 

三权广场北面是高原宫，即总统府，长方形的四层建筑庄重明快。从二楼到地面有

一巨大水泥铸成的斜坡。总统只要不外出，每周五下午 5 时，总要在威严的仪仗队

注目之下，缓缓走下斜坡，和守候在马路边上的群众打成一片。 
 
“首都建设者”铜像 

在两层楼高的总统府前面，立着一尊“首都建设者”铜像，由两人持矛并立而成，

既为表彰、纪念当年的建设者，又象征巴西人团结一致。 
 
 

 

小贴士 

总统府的卫兵每两个小时都有隆重的换岗仪

式，每天都有升降旗仪式。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887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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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亚大教堂 Brasilia Cathedral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巴西利亚大教堂与传统的欧洲教堂迥然不同。它没有通常的高尖屋顶，16 根抛物线状的

支柱支撑起教堂的穹顶，支柱间用大块的彩色玻璃相接，远远望去如同皇冠。而教堂主

体则坐落在地下，人们通过甬道进出。 

欧洲的教堂外表大多以各种浮雕装潢，教堂内阴森幽暗，给人一种神秘而庄严的氛围。

而巴西利亚大教堂一反传统,外形线条简洁，教堂内光线明亮、空间宽敞，体现着现代气

息。教堂的主体建筑在地下，地面上是教堂的“屋顶”，它由数十根抛物状的立柱束在一

起，远看像巴西印第安酋长用禽鸟羽毛做成的“王冠”。覆盖玻璃的金属顶盖，顶盖下是

悬在空中的神像。基督和圣徒们犹如身在蓝天白云中，王冠四周有水池相围，当阳光照

在水池上，水波闪动反射在教堂内的玻璃窗上,使教堂内光线一闪一闪,给人一种既神秘又

悦目的感觉。大厅中的神像，不是立于祭坛上，而是悬挂在空中。站在厅内仰视，如立

云端的天主和众圣徒从天而降，在俯视人间。这种奇特的视觉效果，给人一种强烈的宗

教神秘感。 

巴西利亚大教堂在城市总布局之中它建于喷气式飞机的中部，附近有政府各部门的办公

大楼，这就要求它的造型规模，既不能与各部方块型的造型大楼相似，也不能高于 “机

头”部分的 “H”形 28 层的总统府议会大厦；同时还要尊重宗教建筑物的威严特性，

更重要的是必须和这个城市 “飞机”形的总体格调相统一，因而采取了地上地下空间相

结合的办法，形成教堂的整体。露在地面上的教堂屋顶是银白色的流线型，多根长叶状

的钢柱在园形周围向上收为一体，顶部稍加放开，相间的玻璃成灰黑色，形成多片花瓣

形的组合，好像待开放的花朵，又似皇冠。草坪的路两旁，摆放着几尊耶稣门徒的雕像，

显得清新秀丽而庄重，具有一种现代感。大教堂附近的建筑物多是卵形，半圆形，多面

形等不规则的富有变化的小型建筑，相互呼应，像一排清翠的音符，与方块形造型的政

府各部办公大楼相比较，起到了变化统一的协调作用，强化了城市的节奏感。 

开放时间 每天 8：00--18：00 
 
交通 从短途巴士站往三权广场方向步行十分钟即到。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教堂的建筑与作用 

 独特造型 
巴西利亚大教堂是一座造型奇特的伞

形教堂，既像罗马教皇的圆形帽，又

似印第安人的茅屋。 
 

 调节温度 
由于这座精美隽秀的艺术殿堂，主体

基本上是建筑在地下的，这里的温度

完全是靠地下土层温度自然调节的。 
 

 简单装饰 
除了周围墙壁上有几盏壁灯外，整座

教堂里没有吊灯和其他照明设施。雪

白的耶稣十字架像挂在教堂西边讲坛

上方，从苍穹上面垂吊着几个赐福于

人类的小天使，圆形的大厅里呈半圆

型地摆放着排排座椅，那种场面，庄

重神圣，静谧幽深，圣洁高雅。 
 

 重大活动 
巴西利亚大教堂还是国家元首经常举

行一些重大活动的场所。例如，教皇

佩德罗二世访问巴西，曾经就是在这

里宣讲的。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887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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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大楼   

 
 
 

 
 
 

帕拉诺阿湖  Paranoa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人工湖的作用 

 调节气候 
巴西利亚地处中西部高原，水资源不多，

一年中有 5 个月气候干燥。帕拉诺阿湖蓄

水量 4.91 亿立方米，可以调节旱季空气湿

度，为城市补充水源。 
 

 防止洪涝灾害 
帕拉诺阿湖对防止洪涝灾害也有重要作

用。曾经巴西很多地方暴雨成灾，一些城

市的街道上可以行船，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巴西利亚虽然几乎天天下雨，但是除了帕

拉诺阿湖的水面变得更为宽广之外，居民

的生命财产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创造就业机会 
目前，帕拉诺阿湖已经成为巴西一景，优

美环境使湖边土地和住宅不断升值，促进

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出行便利 
帕拉诺阿湖蔓延了整个巴利利亚城市，住

在湖边别墅的人都喜欢开着船出门，因为

开船比开车还方便。在巴西利亚路过湖时，

总能看到帆船在湖上划过。 

靠近高原宫的是司法部大楼，前边一排外柱“顶天立地”，每两柱之间有一大水槽向

外伸出，有高有低，错落有致，清澈的水流直泻而下，寓意司法顺畅透明，耐人寻

味。而司法部对面是外交部。该建筑被宽宽的水池包围，四面高大玻璃墙面与水相

映成趣，宛如一座“水晶宫”。再往西约 20 栋办公大楼，分做两排，是联邦各部委，

宽敞明亮，整齐化一。这种布局，极大地方便各项公务的办理。再往西是著名的巴

西利亚大教堂，是由十数根菱形曲柱组成，状如皇冠。两柱之间是玻璃天窗，从这

里射进的天然光线足以使半地下的大堂免用电灯，其构思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雕塑寓意 

从大楼前伸出的 6 块弧形水泥板不断流着

水，意寓人民在流泪，它提醒司法官员要

时刻关注人民的疾苦。 

帕拉诺阿湖（Paranoa）位于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东缘，马拉尼翁河和维尔德河汇合

而成的三角地带上，是由巴西著名城市设计师科斯塔利用当地丘陵地形，筑坝截住

帕拉诺阿河等几条河流的河水，拦河筑坝而形成的一个周长达 80 多公里的人工湖。

帕拉诺阿湖平均水深 12 米，最深处可达 38 米。 
 
市内帕拉诺阿湖由四条河流拦截而成，状如“人”字，面积近 40 平方公里，蓄水

量 4.91 亿立方米，有调节气候的作用。湖区人口约 50 万。湖岸长 80 公里，沿岸

分布着 45 个娱乐和运动俱乐部。 
 
帕拉诺阿湖那水天一色的景观不仅美化了巴西利亚这座新兴城市，而且有力促进了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帕拉诺阿湖现成了巴西利亚人休闲和水上运动的好去处，一些

地段的岸边还铺设了人工沙滩，让人有来到海滩的感觉。到了周末，很多人在湖上 

驾汽艇、骑水上摩托、划船、游泳、潜水、冲浪、垂钓邓。乘船游湖、举办泛舟晚

会成为受游客欢迎的新旅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人的目光。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887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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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比奇科总统纪念馆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库比奇科总统纪念馆是巴西利亚人最为骄傲和自豪的地方，凡是国家的重大节日

或者青年人举办新婚仪式，这里总会聚集许多前来缅怀和庆贺的人们。亲眼观看

了这座具有巴西风格的独特建筑，让我深受震撼，这座造型简洁风格朴实的建筑，

设计不仅非常注重人性需求和自然肌理，而且在选用材料和与周边环境的适配上

非常吻合。这里不仅是国家重要的人文历史纪念地，而且也是一处非常有特点的

低碳建筑典范。 

库比奇科总统纪念馆在巴西利亚城市东西中轴线尾端的一处高坡上，站在这里俯

瞰四周，广袤宽阔，清澈的目光可以穿掠过几十公里的丘陵平川，直抵远方苍茫

模糊的天际线。库比奇科总统纪念馆的设计师和工程团队，深谙库比奇科总统务

实洗练作风和简朴清爽性格，独具匠心地设计出利用自然地温调节温度的节能减

耗型纪念馆，让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无不为设计师的超人智慧和简朴理念

所感撼。 

从空中俯瞰，整座纪念馆呈现出“中”字形的平面布局，这个布局态势与巴西利

亚城市格局完全一样。中轴线是东西方向两条通往地面的进出口通道，南北两侧

则是库比奇科总统的纪念馆。顺着长长的斜坡甬道进入到纪念馆，底楼和二楼陈

列着库比奇科总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各种照片，其中还包括与美国总统肯尼

迪的合影照片。陈列着巴西议会审议关于巴西首都由里约热内卢迁往巴西利亚的

决议，按 1:1 的比例陈列保留着库比奇科总统办公室的布局原貌，还有许许多多

的巴西利亚开工的珍贵历史照片和法律文件。 

整座纪念馆从地面的高度看，没有超过三米，那么，我们曾经参观陈列图片资料

的两层楼到什么地方去了？问题和答案都在这里。原来这是一栋半地下式的建

筑，从高坡上往地下深挖出约两层楼高度的深坑，然后从深坑的底部重新修建起

纪念馆，整座纪念馆基本上全部埋在地下，只有顶部略微露出地面，进出纪念馆

都得走“中”字型中轴线两端的斜坡甬道。纪念馆的顶部和边缘是几块水池，里

面是平滑如镜的水面。利用半地下建筑结构周围的地温和顶部的水池温度来调节

纪念馆的温度，真的是非常实用、节能、环保、生态。走在纪念馆里面，东西甬

道里对流的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感到惬意极了。就是走在任何一个展厅里，

由于整栋建筑是采用半地下式的处理技术，里面室温都是保持着非常适宜人体温

度的恒温。特别是具有自然生态环境冬天暖夏天凉的特性，使这栋具有里程碑式

的历史人物纪念馆建筑，超前地贴上了低碳和环保的标签。 

库比奇科总统与纪念馆 

 库比奇科总统 
库比奇科总统全名儒塞利诺·库比奇科·德奥利

维拉（Juscelino Kubitschek de Oliveira，

1902～1976），巴西政治家，巴西社会民主党

成员，曾任巴西总统（1956～1961），他在任

时期，大力发展巴西经济，巴西的综合国力得

到了显著提高，他还是新首都巴西利亚的建设

决策者。在巴西人的心目中，他一直是最伟大

的巴西总统。 
 
在总统任职期间，库比奇科于政治上实行开放

合开明政策，大赦政治犯，允许多党制，1957

年完成了巴西百年的迁都夙愿；在经济上，他

提出了“五年相当五十年”的口号，采取迅速

实现工业化的措施，制定了包括 30 个项目在

内的发展纲要，加速食品、能源（包括核能）

交通和教育，以及汽车、造船、钢铁等重工业

的发展。他还实行竞选时的允诺，将联邦首都

从沿海的里约热内卢迁到中央高地，并命名为

巴西利亚。对外同美国保持友好往来，倡导“泛

美行动”，支持争取进步联盟。同时大量吸收外

资，允许外国企业在巴西设厂。 

 

 纪念馆的由来 
为了纪念库比奇科总统在总统任内使巴西国势

兴盛功绩，1981 年在首都巴西利亚为其修建了

纪念碑和纪念馆。库比契克纪念馆占地 2.5 万

平方米，土地由政府赠送，建筑费用一部分来

自政府设立的基金会，其余皆由巴西民众、私

人团体和企业捐助。孩子们省下了自己买玩具

的钱，老人们捐出了有限的退休金。数百名志

愿者不计报酬上街作募捐宣传，报纸、电视也

免费进行宣传。捐款全部用于购买建筑材料和

支付施工人员工资，巴西建筑工程公司仅用一

年五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这座大型建筑。 

 

 纪念馆馆长 
库比奇科纪念馆的首任馆长是前总统夫人萨

拉·库比契克。她去世后由女儿马尔西亚·库比契

克继任，2000 年库比契克的外孙女安娜·克里

斯蒂娜·库比契克又接了班。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88786.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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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亚城市规划设计博物馆  
 

 

 

 

 

 

 

 

 

 

巴西利亚国家公园  Brasília National Park 

巴西利亚国家公园（Brasília National Park，葡萄牙语：Parque Nacional de Bras

ília）占地面积 28000 公顷，坐落在联邦区域（Federal District）的西北方向，距

离巴西利亚市区约 10 公里。该国家公园并非全部对外开放，对公众开放的只是其

中一部分，而开放的这一部分也正是反映巴西中西部地区最具特点的植被区域。 

巴西利亚国家公园是世界上坐落在市区内部最大的自然区域。在巴西利亚这座城市

建立之时，当时的想法就是：在城市中心开辟一片原始的自然绿洲。而最初的想法，

如今也成为了现实。 

穿梭在巴西利亚国家公园中，你可以发现很多此处独有的树木品种。另外，这里还

生长着南美番荔枝、百合等。这里的树木品种几乎涵盖了所有在巴西利亚之外可能

看到的植物品种。  

很多野生动物都生活并穿行在这个国家公园中，有狼、巨型食蚁兽、巨型犰狳、野

猪、水豚、彭巴斯草原鹿、美洲虎，以及生活在潮湿沼泽中的水蟒。来到该国家公

园的游客还可以看到很多鸟类，而且其中不少都属于稀有品种，如叫鹤、巨嘴鸟等。

这些鸟，恐怕一旦离开巴西利亚就再也看不到了。 

巴西利亚国家公园中有两条步行道通往森林深处。一条是 Capivara，走完大概需要

20 分钟。而对于那些乐于徒步探险的游客来说，则更喜欢另外那条，因为这条路可

以通往公园中更加原始的地方。  

巴西利亚国家公园是巴西最令人陶醉的景点之一，它吸引着众多巴西以及巴西境外

游客的目光。而且，它也是巴西利亚这座城市最不可错过的景点。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看点一 

巴西利亚国家公园最出名的恐怕要数它的矿

泉，在公园的中心有两个天然的矿泉池塘，

很多游人也是冲着它慕名而来。 
 
看点二 

穿梭在巴西利亚国家公园中，你可以发现很

多此处独有的树木品种。另外，这里还生长

着南美番荔枝、百合等。这里的树木品种几

乎涵盖了所有在巴西利亚之外可能看到的植

物品种。 
 
看点三 

巴西利亚国家公园内还可以看到很多鸟类，

而且其中不少都属于稀有品种，如叫鹤、巨

嘴鸟等。这些鸟，恐怕一旦离开巴西利亚就

再也看不到了。 
 
看点四 

在公园中心还有一个湖泊——桑塔玛利亚

湖（Lake Santa Maria）。而修建在这里的

桑塔玛利亚大坝则供应着巴西利亚整座城市

的生活用水。 

 

启示： 

高度完整的城市规划、注重细节的宜居环境、

构思新颖是建筑、有效的城市管理等等，都

让巴西利亚成为城市规划的典范。 

 

在三权广场的中央，有一处位于地下的建筑博物馆，这里便是巴西利亚城市规划设

计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并不大，但里面陈列的是按比例缩小的城市平面规划地 

貌。还有各种巴西利亚城市设计的原图、规划修改稿、议会审定的法律文件。整座

规划博物馆完全是修建在地下，进出是通过长长的斜梯甬道进入到博物馆内。看了

几天巴西利亚的地面低碳建筑，又走进城市规划博物馆，看见这些半个世纪期前的

规划设计图，看见这些严格控制建设规模的城市平面布局，突然，有一种电击般的

灵感让我的头脑快速地掠过一个想法，我似乎明白了这座城市原设计师的理念，就

是尽量保持着这座年轻城市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吻合，尽量保持这座城市的整洁清爽

和流畅生动，尽量减少那种现代城市高楼林立的现象。自然溶汇城市，城市寓于自

然。自然就是城市，城市就是自然。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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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广场      国会大厦/曙光宫      巴西利亚大教堂      JK 总统纪念馆      巴西利亚电视塔  

 

 

三权广场 

Square of the Three Powers 
三权广场是巴西利亚标志性建筑之一，三权广场是一座露天广场，广场周围的建筑设计构思大胆、线条

优美、轻盈飘逸。广场周围环绕众议会，参议会，国家大法院，总统府，外交部，国家民族独立纪念馆，

劳动者纪念碑等众多建筑。每两周一次的升降国旗仪式也常常吸引众多游客。 

 

国会大厦/曙光宫 

Brazilian Parliament  
步行前往国会大厦。国会大厦也是巴西利亚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双塔大楼屹立在中间，右边的圆盘

象征着自由和开放，左边的圆弧形象征着集中策略的产生。它也出自建筑大师 Oscar Niemeyer 之手。

而 Oscar Niemeyer 是当年联合国总部大楼的建筑师之一。整个建筑物给人的感觉是又气派，又祥和。 
 
巴西利亚最美的建筑物要算总统官邸“曙光宫”了。“曙光宫”（也有人称“黎明宫”）建设得最美丽、精

致。这座置于“飞机”型城廓头部“驾驶舱”地位的二层楼房，其布局寓意是巴西总统驾驭着巴西联邦

共和国高速飞行。  

 

巴西利亚大教堂 

Brasilia Cathedral 
巴西利亚大教堂没有通常的高尖屋顶，16 根抛物线状的支柱支撑起教堂的穹顶，支柱间用大块的彩色玻

璃相接，远远望去如同皇冠。而教堂主体则坐落在地下，人们通过甬道进出。 

 

JK 总统纪念馆 
整座纪念馆基本上全部埋在地下，只有顶部略微露出地面，进出纪念馆都得走“中”字型中轴线两端的

斜坡甬道。JK 总统纪念馆中最别致的一个地方是第二层中间摆放他灵柩的房间。整个屋子是椭圆形状，

里面光线很暗，一幅庄严肃穆的样子。JK 总统的灵柩放在正中间，游客在瞻仰的同时，敬意油然而生。 

 

巴西利亚电视塔 

Brasilia TV Tower 
巴西利亚电视塔，塔高 224 米，为世界第四高铁塔，比巴黎埃菲尔铁塔低 100 米，重 378 吨。 铁塔了

望台位于 75 米处，可容纳 150 人，游客可免费乘电梯登台。每逢周末铁塔周围有手工艺品市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T 
ourist 
route 
线路 

巴西利亚是城市设计史上的里程碑，从居民区和行政区的布置到建筑物自身的对称，它表现出城市和

谐的设计思想，故有"世界建筑艺术博物馆"的美称，花一天的时间欣赏这座城市的建筑艺术吧。 

从短途巴士站搭乘巴

士大约五分钟就到，

票价约 2 雷兰特 
 

国会大厦展厅是公开

向游客开放的。国会

大厦里的办公室可以

在专门人员的带领下

进行参观。前台只要

登记了来处和姓名，

还可以领到明信片免

费寄回国内。 

从短途巴士站往三权

广场方向步行十分钟

即到。 

电视塔是观赏整个巴

西利亚的最好视点。

游客可免费乘电梯登

台，但是饮料是不允

许被带上去的。 

第一天 

凡 是 国 家 的 重 大 节

日 或 者 青 年 人 举 办

新婚仪式，总统纪念

馆 前 总 会 聚 集 许 多

前 来 缅 怀 和 庆 贺 的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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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帕拉诺阿湖      巴西利亚国家公园   

 

帕拉诺阿湖 

Paranoa 
第二天，可以在市内市内帕拉诺阿湖周边走走，也可以玩一些水上运动。 
 
帕拉诺阿湖由四条河流拦截而成，状如“人”字，面积近 40 平方公里，蓄水量 4.91 亿立方米，有调节

气候的作用。湖区人口约 50 万。湖岸长 80 公里，沿岸分布着 45 个娱乐和运动俱乐部。帕拉诺阿湖那

水天一色的景观不仅美化了巴西利亚这座新兴城市，而且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帕拉诺阿湖现

成了巴西利亚人休闲和水上运动的好去处，一些地段的岸边还铺设了人工沙滩，让人有来到海滩的感觉。

到了周末，很多人在湖上驾汽艇、骑水上摩托、划船、游泳、潜水、冲浪、垂钓邓。乘船游湖、举办泛

舟晚会成为受游客欢迎的新旅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人的目光。 

 

巴西利亚国家公园  

Brasília National Park 
乘坐巴士前往巴西利亚国家公园。巴西利亚国家公园是世界上坐落在市区内部最大的自然区域，对公众

开放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开放的这一部分也正是反映巴西中西部地区最具特点的植被区域。 

穿梭在巴西利亚国家公园中，你可以发现很多此处独有的树木品种。另外，这里还生长着南美番荔枝、

百合等。这里的树木品种几乎涵盖了所有在巴西利亚之外可能看到的植物品种。 很多野生动物都生活并

穿行在这个国家公园中，有狼、巨型食蚁兽、巨型犰狳、野猪、水豚、彭巴斯草原鹿、美洲虎，以及生

活在潮湿沼泽中的水蟒。来到该国家公园的游客还可以看到很多鸟类，而且其中不少都属于稀有品种，

如叫鹤、巨嘴鸟等。这些鸟，恐怕一旦离开巴西利亚就再也看不到了。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第二天 

帕拉诺阿湖蔓延了整

个巴利利亚城市，住

在湖边别墅的人都喜

欢开着船出门，因为

开船比开车还方便。

在 巴 西 利 亚 路 过 湖

时，总能看到帆船在

湖上划过。 

巴西利亚国家公园最

出名的恐怕要数它的

矿泉，在公园的中心

有两个天然的矿泉池

塘，很多游人也是冲

着它慕名而来。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887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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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T raffic 
交通 

巴西乘坐公交车一定要当心扒手乘机偷窃，他们常在公车行将开动时从后门跳出。没有位子坐的乘客

一定要抓牢扶手，公交车常常紧急刹车，转弯时也不减速。下车前请先拉铃，从前门下车。 

飞 机  

巴西利亚国际机场(Brasília International Airport)是巴西利亚

大都市区最主要的国内及国际机场。该机场是巴西第三繁忙的

机场。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它还是巴西全国民用航空的中

心。巴西利亚国际机场位于距离巴西利亚市中心 11 公里处，在

机场外有很多的士和巴士，这也是连接机场和市中心的主要交

通工具。该机场有飞往迈阿密、亚特兰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和

里斯本的直达航班。 

航线中转： 

巴西目前尚未直接与中国通航，中国游客赴巴西旅行可选择欧、

亚或经美国等航线转飞。其中经亚洲航线飞往巴西可乘日本的

JAL 航空公司和韩国的 KE 航空公司的飞机，或其它航空公司的

飞机分别经日本东京和韩国汉城转飞经美国洛杉矶再飞抵巴

西。 
 
经欧洲航线飞往巴西可分别乘德、法、英、荷等国的航空公司

的飞机经上述国家转飞抵巴西。如不考虑签证的问题也可经美、

加直接转飞抵巴西，这样会更加缩短飞行时间。 

小贴士： 

1、从巴西故都里约热内卢乘飞机去巴西利亚，只有一个半钟头

的航程。 
 
2、从巴西利亚国际机场到市中心，只有 20 分钟的车程，市区

立交桥设置极为合理，交通十分便捷。公路左边是市区，右边

是波光粼粼的帕拉诺阿人工湖，湖的右边则是富人区，不少官

员、国会议员在这里有自己的豪宅。 
 
3、巴西利亚市内公路均为单行线，立体交叉不设红绿灯，从而

使城市街区成为放大的公园。 

 

地 铁   

巴西利亚地下铁系统有两条线共 21 站，两条线分为橙线和绿

线，整个线路网络长 75 公里，覆盖巴西利亚大都市区的绝大

多数部分。两条线路均从中央车站发出。巴西利亚地铁的覆盖

面并不十分全面，而且地铁也并不路过大多数旅游景点，所以

在很多时候，公交巴士是更好的交通选择。 
 
巴西利亚地铁修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生活在其卫星城市的

居民服务。联邦区内的交通主要依赖公路和公共汽车，2002

年完工通车的地铁系统 Metro de Brasília 连接巴西利亚与卫

星城 Taguatinga, Ceilandia，但仍未延伸至巴西利亚北部城

区。 

巴 士  

巴 西 利 亚的 主 要巴 士 线路 中 心是 巴 西利 亚 的中 央 巴士 站

(Central Bus Station)，距离三权广场约 2 公里。如今的巴士

站只是市区巴士的聚集中心，只有少数开往卫星城的巴士还能

在这里见到。对于游客来说，如果要自己前往旅游景点的话，

乘坐巴士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旅游景点附近都会有巴士线路经

过车站。 

公 共 交 通   

巴西利亚的市内交通布局合理，颇具匠心。人行道与汽车道

完全分开，条条汽车道路按不同的高度而建，各种汽车穿梭

往来，迅速又安全，交通秩序显得井井有条。巴西利亚在兴

建新都时，还修通了通往全国第一、第二大城市圣保罗和里

约热内卢的铁路，并以巴西利亚为中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公

路网。 

 

 
出 租 车   

出租车一般为红色，十一点以后车费增加。在巴西利亚，两

个地点的距离总是比看上去要长一些，这是因为巴西利亚的

街区很大。很多时候，必须要绕道才能到达想要去的地方。

面对这种情况，巴西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并不介意乘客搭乘要

去的地方路程很短。而且一般来说，巴西利亚的出租车价格

还是比较便宜的。 

 

 

北京→巴西利亚   >> 立即预订 
广州→巴西利亚   >> 立即预订 
上海→巴西利亚   >> 立即预订 
 
北京→里约热内卢    >> 立即预订 
广州→里约热内卢    >> 立即预订 
上海→里约热内卢    >> 立即预订 
 

>>查看更多国际机票预订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iflight/iflighttime-BJS-BSB.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iflight/iflighttime-CAN-BSB.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iflight/iflighttime-SHA-BSB.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iflight/iflighttime-BJS-RIO.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iflight/iflighttime-CAN-RIO.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iflight/iflighttime-SHA-RIO.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iflight/#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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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亚菜口味很重，巴西利亚的料理以麻辣出名。大多数巴西人都爱吃红辣椒(Pimenta)，

放多了的话可能辣得令人吃不消，放得适量的话，可能辣得非常过瘾。不过辣椒酱多半另外备

置，随客人喜好自行取用。大多数餐厅供应独家调制的辣椒酱，有时还小心翼翼的谨访调制秘

方为人所悉。 

巴西利亚的招牌菜是 feijoada，是将黑豆与各式各样的烟熏干肉，以小火炖煮而成。起初做这

道菜时，用的都是厨房切下不要的材料，因为那是给奴隶吃的。而今，猪尾巴、猪耳朵、猪脚

等都成了慢熬煨煮的材料。在里约热内卢，周末午餐吃 feijoada 已成了当地人的习惯，全餐

(Completa)包括米饭、切得细碎的甘蓝(Coure)、奶油树薯粉(farofa)，和切片的柳橙。    

巴西利亚菜里口味最特别的，首推巴伊亚菜。仅从其中的”dente”棕榈油和椰奶，就不难发

现受非洲的影响。  

 
 

在巴西利亚，无论何时都能喝到现煮的香醇咖啡，此外，巴西利亚还提供来自巴西各地以及世

界各地的美食。在巴西利亚 405 sul 街区，有日本料理、墨西哥菜、法国菜和巴西本土食物等

各种口味可供随意选择。 

巴西利亚的自助餐厅很多，供应包括正宗的巴西烤肉和奴隶饭等众多美食，且价位较低，可谓

性价比极高的巴西利亚饮食之地。巴西利亚 Conjunto Nacional 购物中心的饮食区也是便捷的

饮食场所。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 ating 
美食 

在巴西利亚无论何时都能喝到现煮的香醇咖啡。此外，巴西利亚还提供来自巴西各地以及世界各地的美

食。在 405 sul 街区，有日本料理、墨西哥菜、法国菜和巴西本土食物等各种口味可供随意选择。 

饮 食 场 所  
小费 菜单里含服务费。给

小费并非强制，如果觉得服

务或者菜肴不错的话，顺手

留下 5-10%的小费也是一种

礼节。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8878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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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美 食  

巴西咖啡 

巴西以咖啡质优、味浓而驰名全球，是世界上最大的咖

啡生产国和出口国，素有“咖啡王国”之称。巴西咖啡

用它优秀的品质、浓郁的香味、绝佳的口感而备受世界

人民青睐。其中，罗百氏咖啡是出口贸易中最受欢迎的。

巴西咖啡因含有较低的酸味，因而别具风味。淡淡的青

草香，糅合着这酸味和咖啡的甘甜苦味，使巴西咖啡口

感顺滑。 

瓜拉那 

是马亚逊地区特产的一种野莓，内含咖啡因、维生素，

以及丰富的生物碱、单宁酸、蛋白质等。所制成的饮料

风味独特，也是一种健康饮料。 

果汁 

巴西盛产热带水果，有些是根本没见过的。在街上就可

以买到各式果汁，新鲜纯果汁喝来真是消暑解渴。巴西

人常在果汁里加上牛奶，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马黛茶 

马黛茶是当地印地安人的饮料，茶内含咖啡碱，具有提

神醒脑、帮助消化、消暑解热的功效。根据医学研究显

示，马黛茶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是

非常好的健康饮料。 

卡沙萨酒 

卡沙萨酒(Cachaca)是巴西的国酒，其酿造有 500 多年

的历史，年产量 13 亿升，是世界五大名酒之一。其种

类很多，有白色的、金黄色的陈年酒，有大型酒厂生产

的，也有家庭酿制的。巴全国共有 4000 多个品牌的卡

沙萨酒。 

特 色 饮 料  

巴西烤肉 

巴西烤肉是巴西的国家招牌菜，在巴西的每个角落，烤肉都是能登大

雅之堂的风味菜之一。肉多菜少，也是巴西饮食的一大特色。巴西人

民惯常喜爱猪牛肉。一般富有的人家更多喜爱牛肉，反之，则以猪肉

为主。烤肉是巴西著名的风味菜，每逢家宴、野餐都是必备的食物。 
 
巴西烤肉主要以烤牛肉、火腿肠等为主。刷过酱汁的原材料被串在一

个特制的器具上，放到火上翻烤，期间随着火势翻转，并刷上油，直

至金黄，扑鼻的香气将会使你胃口大开。 
 
大块的巴西烤肉加上正宗的巴西朗姆酒（cachaca），是最过瘾的吃法。 

豆子炖肉 

顾名思义是以豆类和肉烹煮而成。巴西除南部外，大都以豆类为主食，

这直接决定了人们的食材取材范围，也使豆类堂而皇之的进入了巴西

菜系。豆子炖肉是巴西的全民大菜，是人们日常食用的家常菜之一。 

休拉斯科 

休拉斯科是把大块的肉串起来放在炭火上烧烤，属于巴西烤肉的一种

类型。种种烤肉可以在名为休拉斯卡利亚的专卖店免费品尝。一般为

自助餐形式，服务员会拿着烤好肉穿行在餐桌间穿行，供顾客们选择。

这些肉一般是牛的各个部位以及鸡肉、羊肉、香肠等。 

腓乔亚达 

把黑豆、猪脚、猪耳等等放在锅里一起炖制而成，这原本是黑奴带进

巴西的黑人菜肴，一般搭配米饭食用，也可以在一些餐馆免费品尝。 

科西尼亚 

一种在咖啡店、巴士站小店等任何地方都买到流行小吃。这种刚好一

口大小的炸丸子一般都用鸡肉制作。 

凯乔面包 

用奶酪和面粉制作的丸子状的小面包，烤熟后食用。 

波岚达 

玉米面美食品。做成小册子形状煎炸后食用，一般作为主菜的配菜。 

发劳粉 

用巴西的木薯粉作成的，再可以放洋葱丁,培根丁,植物奶油等.放在一

起炒，然后食用。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黑猫的家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88786.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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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利亚有数个现代购物中心。其中市区的 Conjunto Nacional 是巴西利亚第一座购物中心，

出售各种高档物品。PATIO BRASIL 是巴西利亚又一大型购物中心，其内的 200 多家店面中不

乏众多巴西本地品牌。Park 购物中心和 Casa Park 购物中心相距不远，也是巴西利亚的重要购

物场所。  

Conjunto Nacional 购物中心以南有一些专营书籍、音乐和服饰的小店，这些店铺大都是年轻

人的潮流之选。位于 Park 购物中心的 FNAC 和 Casa Park 购物中心的 Livraria Cultura 唱片

库存丰富，除了齐备的巴西唱片还有众多其他语种的唱片。巴西利亚这个现代城市中最有趣的

购物之地是每周日在电视塔下开集的跳蚤市场，其间出售手工艺品等众多物品。 

在巴西值得购买的东西有咖啡和宝石。巴西是咖啡生产王国，咖啡的质量好，价格便宜。巴西

的宝石种类繁多，有紫水晶、蛋白石、黄玉等等，全球超过一半的彩色宝石产于巴西。此外，

蜂胶、皮件和手工艺品也是送人的好选择。 

 

 

 

宝石 

凡到巴西的游客大多无法抗拒宝石的诱感。巴西宝石种类繁多，有紫

水晶、蛋白石、黄玉、钻石、翡翠、红宝石、蓝宝石等，全球 65％的

彩色宝石产于巴西。 
 
今天的巴西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珠宝中心，由于这些宝石从开采到切

割、镶工、设计全部都在巴西进行，因此价格低廉，颇具吸引力。假

如你到集市上走走，会有人向你兜售大量的宝石，样式很好看，质地

不错，主要是价钱不贵还可以砍价，可以做手信送人。 

皮具   

巴西另一个值得买的东西是皮具，像皮鞋、拖鞋、皮包、皮夹等。有

些最上等的皮具来自巴西南部，街头的手工艺集市也可以买到手工皮

革制品。 

工艺品 

手工艺品有产自巴西东北部的陶器、手工蕾丝和刺绣，极富诱惑的印

第安手工艺品多半来自亚马孙北部。全国到处都有的美丽的木器、草

编饰物等售卖。 

咖啡 

千万不要忘记巴西有名的咖啡，买几瓶回去送人一定会大受欢迎。超

市和面包店都有出售烘焙和磨细了的咖啡，真空包装的产品可以长保

新鲜，或者也可以在机场购买好拿的纸袋咖啡。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S hopping 
购物 

 

巴西利亚这个现代城市中最有趣的购物之地便是每周日在巴西利亚电视塔下开集的跳蚤市场，

其间出售手工艺品等众多物品。 

蘑菇 

姬松茸又名为巴西磨菇，是一种食药兼用的大型腐生

真菌，因其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可口、具有杏仁香

味，集美食、美容、医疗、保健作用于一体。具有抗

癌、抗凝血、降血脂和安神等特效。 

蜂胶 

来自亚马逊河的圣品，巴西原装天然蜂胶，大自然赐

予人类的珍宝 ，上帝赠与人类的恩惠。强化机体免疫

力，抗菌解毒，消除炎症。  

黑豆 

黑豆在巴西人眼中简直就是生命，在日常的生活中是

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呢？因为巴西盛产大量的黑豆—

—个大味香，黑豆对人体非常有好处，多吃有益新陈

代谢并且营养丰富。  

蝴蝶标本 

巴西有大片的热带雨林——亚马逊，他简直就是地球

的肺部。因为它的特殊地理环境，亚马逊中有许多珍

奇的物种，蝴蝶就是其中之一。当中有成千上万科学

家都还没有命名的蝴蝶，其中有的煞是美丽。 

巴 西 特 产  
 

宝石价值 宝石的价值由

色泽和质地来决定。选购宝

石要注意四点：色泽、发割、

纯净度和价格。彩光越强的

宝石价格越高。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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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巴西利亚的夜晚被称为“死城”，这是因为一到晚上，人们在巴西利亚这座城市中基本

上没有太多甚至几乎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不过，这些都是这座城市

的过去，丰富精彩的夜生活和娱乐已经在这座新兴的城市中成长了起来。 

夜生活 

最初，巴西利亚城中有两个区域是专门的酒吧、俱乐部聚集区，这两个地方分别被称为娱乐北

区和娱乐南区(Entertainment Sector South and North)。如今，几乎每个街区内都至少拥有

一家酒吧，这和当时的状况可以说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巴西利亚电影节 

巴西利亚夜生活发展的同时，其他娱乐项目也没有闲着。巴西利亚电影节可以算是巴西利亚这

座城市最重要的娱乐节日庆典之一。每年的 10 月或 11 月初都是电影节开始的日子。 

观看体育项目 

观看和参与体育项目也是这座城市的娱乐项目之一，在体育项目中，足球首当其冲。巴西人对

于足球的热爱绝对是世界少有的。巴西利亚有两只足球队。另外，巴西利亚还是 2014 年世界

杯的举办城市之一，届时定会有大批游客来此。不仅是足球，篮球、无动力滑翔，以及 F1 方

程式也是巴西利亚这座城市经常可以看到的赛事。 

足球 

巴西是足球的国度，足球是巴西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对巴西人来说，足球是运动，但更是文化。

每当联赛或重大国内国际比赛进行时，巴西人常常举家前往观战，整个城市万人空巷，而赛场

人山人海。球王贝利、巨星济科、外星人罗纳尔多都来自这里。你可以在巴西的每个角落找到

足球的痕迹，在巴西没有人不踢足球，只要会行走的人都终日与足球为伴。当然，每个街角的

足球水品并不低，如果你有兴趣当人很欢迎你加入其中。在海滩上，沙滩足球永远都是主角。

光着脚，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热腾腾的沙砾上奔跑、追逐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一种乐趣。你还

可以去观看当地的足球比赛，著名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可以容纳十几万名观众，在那里观看比赛

的气氛使你很难想象。巴西的比赛繁多，常常不失精彩，但是还有有几支强队可以格外关注，

如圣保罗队、达加玛队、克林西安队佛拉门戈队等。 

桑巴 

在全世界人眼中，桑巴舞是巴西的国舞，代表着热情及多种族族群的艺术溶合，嘉年华会更是

巴西人最重要的节庆。桑巴对巴西占大部份人口的中下阶层而言，代表着是对现实社会不满情

绪的舒散，是男欢女爱的媒介，也是打发时间的休闲娱乐，更是庆典节日狂欢的工具，成为日

常生活的一部份。随着时间的推移，巴西的狂欢节已离不开桑巴舞，桑巴舞成为巴西狂欢节的

代名词。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E ntertain 
ment 
 

观看和参与体育项目也是这座城市的娱乐项目之一。不仅是足球，篮球、无动力滑翔，以及 F1 方程式

也是巴西利亚这座城市经常可以看到的赛事。 

巴西利亚的酒吧和俱乐部

有很多都位于购物卖场之

中，所以在购物的同时就可

以提前考察好娱乐活动的

地点，晚上就可以到此玩个

痛快。 

娱乐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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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国内不乏设备一流的旅馆，特别是大都市与名胜区，都有符合国际水准的高级旅馆。服

务人员能讲数国语言，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有的旅馆还设有旅行社。 

巴西旅馆内房间干净清爽，服务人员亲切有礼，先看好房间再决定住宿比较妥当。巴西饭店以

美金及当地货币付费。饭店等级由巴西观光协会规定，收费有一定限额，一般饭店收费包括早

餐在内，供应面包、奶油、果酱、咖啡以及南国的水果，最高级饭店给予 5 星的徽章。 

每逢观光季 7 月、12 月到 2 月间或周末，饭店都会客满，必须提早预约，特别是在嘉年华会

碰到困难。届时每家旅馆都会住满了自巴西国内各地涌至的旅客以及好多外国观光客。住在北

半球的人常在冬天南下避寒，而巴西人也常利用一月、二月、七月学校放暑假的时候举家旅游。 

即便是前往观光客足迹罕至的偏僻地区旅行，当地旅馆也很可能被巴西度假者住满了。有饭店

会提高收费，受通货膨胀影响，每年饭店费用也节节提升。没预约饭店就入境的旅客可在机场

内市观光局的服务中心预约，有些饭店也会在机场内设有柜台。 

小孩住宿注意事项 

1、父母如果携带 18 岁以下的小孩去巴西旅行，必须在入住时出示小孩的出生证和有照片的证

件（护照）。如果只有一位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携带小孩旅行，还必须出示父母双方签署的旅行公

证证明文件。计划携带小孩到巴西旅行的旅客在出行之前应向巴西领事馆咨询相关事宜以获得

详细的指引。 

2、5 岁及以下的儿童如果与父母或监护人同住一房并使用现有床铺，可免费入住。 

 
 

 
     一起游微信       同程旅游客户端         一起游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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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每逢巴西观光季 7 月、12 月到 2 月间或周末，饭店都会客满，必须提早预约，特别是在狂欢

嘉年华订房间会碰到困难。最好能提前就预订好。 

巴西住宿小常识： 

1、酒店客房的所有住客都必须

登记。 
 
2、巴西的所有宾馆都不会帮旅

客准备一次性拖鞋、牙膏和牙

刷，游客要自己准备。巴西的

电压有 110 伏和 220 伏两种，

各大城市所用电压不相同。 

加 入 我 们  
 

我们会在微信中为您推荐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 

同程旅游客户端将为您提供
手机预订产品服务，同时您
可在手机上查看旅游攻略 

 + 加关注 一起游旅游攻略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e.weibo.com/alan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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