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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D.C. 华盛顿

穷游锦囊是由穷游网策划、网友贡献内容的迷你旅行指南，以"最精炼"、"最实用"、"最新鲜"为宗旨，给穷游儿们免费使用。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文中的logo版权属于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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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忠告
★ 华盛顿游人常去的那些博物馆都免费，但有些要提前预约。每个
大型博物馆和纪念场馆都有游客服务中心，有纪念品、地图及餐厅。

★ 国家广场的景点非常集中，景点间没有便捷的公交。地铁离景点
都有半站路左右的距离，坐一两站还不如直接走路顺当。长者及幼
童可以考虑轮椅推车及城市观光大巴。

★ 国家广场周边餐馆很少，可以在博物馆纪念馆用餐，风和日丽的
日子也可以自带食品在草坪和湖边野餐。

★ 到了酒店先在前台拿个地图，或者去景点游客中心拿地图，把要
去的地方在地图上找到，尽量别走回头路。虽然看着近，走起来还
是挺远的。

★ 一些景点如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等都要经过保安检查，而且是
不让带饮料或食物进去的，所以尽量不要带太多东西。照相机、摄
像机、手机等都可以带，但注意不要在禁止拍照区域拍照，以免招
致严重后果。

★ 华盛顿版图以国会大厦圆顶为几何中心，分为东北、东南、西
南、西北四个区。从中轴线往南北两侧的街道(东西走向)以A，B，
C，D字母顺序排列。从中轴线往东西两侧的街道(南北走向)以1，
2，3，4数字顺序排列。因此四个区可能出现同样门牌号码，要注
意目的地所在的区域。

如何使用穷游锦囊
它不是砖头式的指南书，却是这颗星球上更新最快的旅行攻略；它
不会面面俱到地介绍每个景点，但是住在当地、上路多年的穷游儿
们会给你最必不可少的忠告，这有时也许能救命；我们亲手绘制的
地图，包括了最重要的景点、地标和街道，让你踏上陌生城市的街
头，不至于感到迷失。你可以把它打印，放在背包中最容易找到的
位置；也可以把它放在手机、笔记本、iPad，分享给路上的旅伴。

作者：xintianyou 最后更新日期：2012年12月4日

穷游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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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你在街头
的餐厅或咖啡馆，离开时你很有可能会忘记外套或者笔记本。

★ 把身上的钱放在不同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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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所有重要的文件，包括护照、签证页、保险等，复印上几
份，和原件放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扫描好所有的重要文件放在
自己的邮箱里。即使行李全部丢了，只要能上网，就能找到需要
的文件。

★ 出发之前买好保险。如果你在海外生病或者受伤，即使是一点
小伤，也可能要付出高昂的费用。所以保险还是划算的，而且有
时是办签证的必要条件。

★ 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不要让自己的物品处于无人看管状态。虽
然这属于常识，但是总有人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 Tips： 华盛顿市概述
华盛顿全称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缩写为Washington, D.C.)，位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
州之间的波托马克河与阿纳卡斯蒂亚河汇流处，是为纪念美国开国
元勋乔治·华盛顿和新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而命名的。从行政上来
说它由联邦政府直辖，不属于任何一个州。

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美国三权分立的象征国会、白宫、最高
法院均在这里，市中心遍布政府机构，建筑风格多为气势恢弘的白
色古希腊神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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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4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景点
★ 国家广场 National Mall 见P2地图
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开放型公园，从林肯纪念堂延伸到国会大厦，
东西长约3公里，这里美国举行国家庆典和仪式的场所，华盛顿主要
景点几乎都涵盖在国家广场范围内。

到达方式：各路公交地铁市中心方向即可。在广场多个景点间以步
行或城市观光车最为方便。
开放时间：24小时   www.nps.gov/nacc/index.htm

★ 国会山 Capitol Hill 见地图标识 
美国国会大厦因为坐落在地拔25米的全城最高点而得名国会山，是
一座带有罗马风格的建筑，是美国三权分立的立法机构—美国众参
两院的办公楼，更彰显了美利坚合众国“合众为一”的立国之本。
中央圆形大厅是华盛顿市的几何中心，大厅顶部是双层穹顶，及象
征美国精神的自由女神。从国会大厦还可以通过走廊进入国会图书
馆参观。

地址：城市主要地标之一，在国家广场东端；
到达方式：地铁红线Union Station站，橙线蓝线Capitol South站；
门票：免费，建议提前上网预约。当日有少量余票，需要提早去排队。 
开放时间：8:30-16:30，星期天休息
www.visitthecapitol.gov 

★ 华盛顿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见地图标识  
是全球最大的博物馆美术馆联合会， 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
捐款设立，于1846年创建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旗下有19座博物
馆、美术馆和国家动物园，而且都是免费的。其中9座博物馆和美术
馆位与国家广场两侧，包括国家美术馆、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等，
展馆名单请见官网。学会展馆共收藏了1.4亿件艺术品和标本，并附
设多家研究机构。每年还主办风筝节、摄影比赛等活动。

电话：202-633-1000
www.si.edu/Museums

★ 国家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见地图标识  

国家美术馆是美国国会1937年为美国人民创建，分为典雅庄重的古
典式西馆与简洁明快的现代派东馆。馆内收藏海量名家名作，是世
界上建筑最精美、藏品最丰富的顶级艺术博物馆之一。

地址：4th and Constitution Avenue NW
到达方式：地铁黄、绿线Archives站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10:00-17:00  (星期一至六)；11:00-18:00  (星期日)
www.nga.gov

★ 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见地

图标识 
世界上航空和航天领域收藏展品最丰富的博物馆，是航空航天爱好者
的乐园，馆内的IMAX和3D影院更是不容错过。同时它也是重要的研

究中心。这里是与华盛顿密集的历史人文景后风格迥异的科技景点，
更是激发对青少年对自然科技兴趣的好地方。

地址：Independence Ave at 6th Street, SW
到达方式：地铁黄、绿、橙、蓝线LEnfant站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10:00-17:30
电话：202-633-2214
www.airandspace.si.edu

★ 白宫 White House 见地图标识 
美国总统府，位于华盛顿纪念碑正北方，因其外墙为白色砂岩石，
故而得名。白宫分为主楼和东西配楼，主楼中有图书馆、地图室、
金、银、瓷器陈列室，里面收藏各国礼品。东楼供游客参观，西楼
是办公区域，包括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楼外可以看到玫瑰花园和
白宫南草坪。

地址：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NW
到达方式：地铁橙线蓝线Federal Triangle站
门票：免费(提前21-180天预约)
开放时间：7:30-11:00 (星期二三四)
    7:30-12:00 (星期五)
    7:30-13:00 (星期六)
电话：202-456-7041
www.whitehouse.gov

★ 华盛顿纪念碑 Washington Monument 见地图标识   
华盛顿纪念碑在国家广场正中央，是一座方尖碑式建筑，是为了纪
念第一任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而兴建，高169米，碑身外侧没有
任何文字，内墙则镶嵌有188块由各地捐赠的纪念石，包括一块中
文碑，其上文字取自中国晚清学者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游客乘
坐电梯可以直达华盛顿纪念碑的顶部，通过8个瞭望窗口将华盛顿市
容尽收眼底。

地址：城市主要地标，在国家广场正中
到达方式：国家广场下车步行 
门票预约www.recreation.gov，877-444-6777
开放时间（登顶）：受地震影响暂时关闭
电话 202-426-6841
www.nps.gov/wamo

★ 林肯纪念堂 Lincoln Memorial 见地图标识 
林肯纪念堂位于国家广场最西端，是一座用大理石建造的古希腊神
殿式纪念堂。林肯雕像安放于纪念堂中央。每年二月总统节在林肯
纪念堂台阶上都要举行纪念仪式，缅怀林肯对黑奴解放作出的伟大
的功勋。

地址：城市主要地标之一，在国家广场西端
到达方式：国家广场下车步行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每天24小时
电话：202-426-6841
www.nps.gov/linc

http://www.nps.gov/nacc/index.htm
http://www.nps.gov/nacc/index.htm
http://www.visitthecapitol.gov
http://www.visitthecapitol.gov
http://www.si.edu/Museums
http://www.si.edu/Museums
http://www.nga.gov
http://www.nga.gov
http://www.airandspace.si.edu
http://www.airandspace.si.edu
http://www.whitehouse.gov
http://www.whitehouse.gov
http://www.recreation.gov
http://www.recreation.gov
http://www.nps.gov/wamo
http://www.nps.gov/wamo
http://www.nps.gov/linc
http://www.nps.gov/linc


P 5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 潮汐湖 Tidal Basin 见地图标识 
         潮汐湖位于国家广场西南，湖边栽种着从日本引进的几千棵
樱花树，这里的吉野樱花花朵大，且先开花后长叶，观赏樱花的的
效果甚至比在日本还强。从广场隔湖相望的是宁静典雅的杰斐逊纪
念堂，湖中亦可泛舟。

★ 阿灵顿国家公墓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阿灵顿国家公墓坐落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境内，与林肯纪念堂
隔波多马克河相望。这里原本是南北战争名将罗伯特李将军的庄
园，现成为美国军政各界最高荣誉者的安息之地。主要看点有无名
烈士墓和约翰·肯尼迪墓。

到达方式：地铁蓝线Arlington Cemetery站
门票：免费
开放时间：全年每天开放
    四月-九月 8:00-19:00
    十月-三月 8:00-17:00
电话：877-907-8585
www.arlingtoncemetery.mil

★ 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 The Kennedy Center of Performing 

Arts 见地图标识 
肯尼迪艺术中心是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国家歌剧团和芭蕾舞团的主
要表演场所，共分四个厅，并收藏了世界各国的艺术赠品。漫步于
中心的屋顶露台，游客还可以观赏波托马克河及华盛顿的风光。每
天晚上6点，肯尼迪中心有小型免费音乐会。

地址：2700 F Street, NW
到达方式：地铁橙，蓝线Foggy Bottom/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站。
电话：800-444-1324
www.kennedy-center.org

★ 多日游推荐行程
由于是在当地住宿，可把国家广场中心的Smithsonian地铁站作为
起始点，第一天首先参观史密森主楼(the Castle)，并在游客中心领
取华盛顿旅游资讯。Smithsonian地铁站西侧以户外景点为主，可
以选天气好的那天游览，而天气较差的日子游览东部的博物馆区。
也可以每天内外结合，避免审美疲劳。三日以上建议分区深度游
览。在一日游线路的基础上，增加以下一些博物馆，并适当延长每
个景点的停留时间：

植物园*，Botanic Garden
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国家水族馆*，National Aquarium
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useum
美术馆，Freer Gallery
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
中国城及周边
福特剧院，Fords Theater (林肯遇刺地点)
老邮局，Old Post Office
凡泽篮球馆，Verizon Center
国家机关 (FBI，五角大楼等)
国家动物园*，National Zoo (有大熊猫)
 
带*号者为特别适合少年儿童的博物馆

路线 
★ 一日游推荐行程
一早到达Union Station，向南走500米，按事先网上预约好的时
间到达美国民权象征的国会山，参加 1小时的讲解参观，还可以顺
带参观国会图书馆。国会西面是博物馆群，推荐展示美国科技成就
的航空航天馆*和集世界艺术瑰宝的国家美术馆，各需约1.5小时。
在博物馆餐厅或中国城便餐之后，向西来到总统府白宫，花二三十
分钟外景拍照留念。向南不远便是华盛顿纪念碑，可登顶饱览华盛
顿风光。再向南来到潮汐湖畔，或赏樱，或泛舟，或小憩。时间和
体力尚充裕的朋友可以从Smithsonian乘地铁花一个小时参观阿灵
顿公墓。

时间或体力不足，则可直接前往华盛顿纪念碑西面的反思池，及周
边的纪念碑群，这里有一战、二战、韩战纪念碑，林璎设计的越战
墙，和新近揭幕的，雷宜锌创作的马丁·路德·金像，在这里回溯
历史，反省人生，继往开来。再下来是庄严雄伟的林肯纪念堂。晚
饭后，可以去肯尼迪中心欣赏音乐会，夏天还可以在国家广场里露
天纳凉。

实用信息
★ 华盛顿旅游信息咨询 
电话：800-422-8644, 202-789-7000
washington.org

史密森城堡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Building(The Castle)

见地图标识 
位于National Mall中心，可咨询史密森学会属下所有博物馆信息。
地址：1000 Jefferson Drive, SW 
到达方式：地铁黄、绿、橙、蓝线Smithsonian站
开放时间：8:00-17:30 (圣诞节关闭)
电话：202-633-1000
www.si.edu

★ 电话
网上充值的预付费电话卡性价比最高。推荐www.pincity.com，打
世界各地每分钟2-3美分。

AT&T是美国主要手机服务公司，代销点很多，旅游者可以选择预
付费计划，从每月150分钟15美元至包月50美元。（信号覆盖比合
同网络要差）

★ 网络
华盛顿特区的免费WiFi热点遍布全市，从传统的麦当劳，星巴克到
餐厅书店旅馆都可以找到。Google，Skype等公司每年也会在圣诞
新年的节日期间在三大机场提供免费WiFi服务。2010年华盛顿还开
通了覆盖整个国家广场的免费WiFi，大大方便了旅游者。其他免费
wifi的地址可以参照 www.wififreespot.com/dc.html。虽然华盛
顿WiFi热点很多，但几乎没有网吧。

http://www.arlingtoncemetery.mil
http://www.arlingtoncemetery.mil
http://www.kennedy-center.org
http://www.kennedy-center.org
http://washington.org/
http://washington.org/
http://www.si.edu
http://www.si.edu
http://www.pincity.com
http://www.pincity.com
http://www.wififreespot.com/dc.html
http://www.wififreespot.com/d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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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货币帮助 

         兑换点 地图标识 ：
People's Foreign Exchange 
1100 Pennsylvania Avenue Northwest, 在老邮局内
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 10:00-17:00
电话：202-589-0770
注意：人民币现钞不能自由兑换，其他币种汇率也很差，推荐柜员
机提现。

银联取现：
银联双币卡可在ATM柜员机取现金。

刷卡：
Visa，Master，American Express和Discover在美国都能普遍
使用。

★ Tips：兑换注意事项
应在国内兑换好美元。旅游区ATM借记卡取款机也有很多。

★ 邮局 见地图标识 
国际明信片邮资1.05美元

老邮局 Old Post Office 
建于1899年，现在成为餐饮服务中心，集成了20多家快餐店，有
乐队助兴，还有外币兑换业务。邮政业务在隔壁1200 
Pennsylvania Ave.的新址。
地址：1100 Pennsylvania Avenue NW
营业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9:00-17:00
电话：202-523-2386
www.oldpostofficedc.com

我们搭乘廉价航空，也选择豪华游轮。我们出现在青年旅舍，也不放过古堡豪宅。我们会自己做饭，也光顾米其林星级餐厅。

旅游日历
★ 旅行季节
华盛顿一年四季都较为适宜旅行，最佳为每年三月底四月初，樱花
盛开在潮汐湖畔，是华盛顿最美丽的季节。

★ 节日
马丁路德金日 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
1月第3个星期一。为国家法定假日，在华盛顿还有纪念马丁·路德
·金博士的活动。

总统日 Presidents Day
2月第3个星期一。在华盛顿市有纪念华盛顿、林肯总统的仪式。

樱花节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3月20日-4月27日，其中4月1日前后几天观赏效果最佳，今年正
值樱花节举办100周年。

国家大教堂花市 National Cathedral Flower Mart
5月4-5日。来自10多个国家的花卉展出，并有音乐美食助兴，国
家大教堂钟楼只有这两天开放给游客登顶。

龙舟节 Dragon Boat Festival
五月19-20。在美国的龙的传人以及美国龙舟队在波托马克河竞
渡，纪念屈原，弘扬中华文化。

城际交通
华盛顿地处美国东海岸交通走廊，南北方向I-96公路和Amtrak铁路
连接东岸主要城市。向西则有I-70公路等多条路线。

★ 机场 
✈ 杜勒斯国际机场(IAD,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位于华盛顿西43公里，是华盛顿的主要空中枢纽，国际航班均起降
于此。

机场快线：Washington Flyer。每半小时一班，在航站楼4号门上
车，单程$10，约20-30钟到达华盛顿西郊的West Falls Church
地铁站，再转橙线地铁进城。
www.washfly.com
公交：Metrorail的巴士，$3；
出租车费$50或更多；
电话: 202-637-7000
                                                                                                
✈ 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

(BWI, Baltimor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服务华盛顿的卫星城巴尔的摩，离华盛顿65公里，因公交不方便，
推荐自驾。公交MARC火车，Penn Line，单程$6，行程70-80分
钟。由于车次非常少，务必先上网查看mta.maryland.gov/marc-
train，其他公交方式要先到巴尔的摩市再转车去华盛顿，比较麻
烦。出租车费$90左右。

✈ 里根国家机场(DCA, Ronald Reagan Washington National 
Airport)
离市区仅5公里，出于安全、噪音等考虑，里根机场主要用于国内短途
航班。公交有蓝、黄线地铁，4站到达市中心，快捷方便。

★ 火车

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见地图标识 
自从1908年投入使用以来，就成为首都的大门。它的外观源于古罗
马凯旋门，内部有类似大浴场的拱顶，并有代表正义力量智慧的诸神
雕像守护车站。不仅是Amtrak、MARC火车站，连灰狗、MegaBus
等长途汽车也设站与此，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联合车站。

国殇节 Memorial Day
5月28日，美国主要国家节日之一，原为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战
士，后来扩展到纪念所有逝去的亲人。这一天有大规模纪念游行，
国家交响乐团将在国会大厦西草坪免费演出。

史密森民俗音乐节 Smithsonian Folklife Festival
6月27-7月8日。史密森中心为弘扬不同民族文化而在明年夏季举
办，包括音乐舞蹈工艺美食等。

独立日 Independence Day
7月4日，1776年的这一天，美国开国先驱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告
摆脱英国统治。作为美国首都的华盛顿将有大型庆祝活动，包括游
行、音乐会及烟火表演。

圣诞节 Christmas
12月，圣诞树亮灯日、圣诞节游行、圣诞灯展(日程待定)，美国总统按
传统点亮国字号圣诞树，和人民共同庆祝圣诞新年，祈祷和平。

http://www.oldpostofficedc.com
http://www.oldpostofficedc.com
http://www.washfly.com
http://www.washfly.com
http://mta.maryland.gov/marc-train/
http://mta.maryland.gov/marc-train/
http://mta.maryland.gov/marc-train/
http://mta.maryland.gov/marc-train/


P 7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地址：位于国会以北500米，400 North Capitol Street。
         火车：Amtrak 快车2小时50分，慢车3小时20分至4小
时。票价$50至100多不等。

★ 长途汽车 
灰狗长途车 Greyhound 4.5-6小时，$17
Mega Bus长途汽车，4.5小时，$16-24，有时会有1美金特价。

市内交通
★ 地铁 见地图标识 
华盛顿Metro地铁线路共有红橙黄绿蓝五条，是美国除纽约以外最
发达的城市地铁网，设施也比较先进。四通八达的线路覆盖了市区
及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近郊，可以方便地到达阿灵顿公墓、乔治城、
里根机场等地。

价格：华盛顿公交按分区分时段计费，市区地铁票价高峰和平时收
费分别为1.95和1.60美元，售票机找零钱不超过5美元，请自备零
钱。巴士$1.70起价，分区计费，车上不找零钱。

★ Tips：地铁巴士通票
天票   One Day Pass      $9
周票   7-Day Fast Pass   $47
如果在华盛顿时间比较长，而每天乘车次数不多，可以买SmarTrip
充值卡，每次乘车省$0.20-0.25，而且不用排队买票，但充值卡本
身收费5美元。

地铁首末车时间：
星期一至四：5:00-24:00
星期五：5:00-次日3:00
星期六：7:00-次日3:00
星期日：7:00-24:00
巴士各线首末车时间不尽相同。
www.wmata.com

★ 公共汽车
价格和地铁票价相同，卡可通用。
www.wmata.com

★ TIPS：公共汽车注意事项 
不推荐公共汽车，上下车站难懂，对旅游者来说并不方便。

★ 双层观光巴士
国家广场长仅3.5公里，景点有比较密集，公共交通对于旅游者不很
方便，不善暴走的可考虑观光巴士。

Hop-On-Hop-Off
成人价格24小时$34.95，48小时 $39.95。
电话：888-878-9870
www.dctours.us

TOURMOBILE
成人价格天票$32，次日免费。
电话：888-868-7707
www.tourmobile.com

★ 出租车
华盛顿出租车收费最近废除了沿用70年的分区收费系统，改为计程
收费。出租车起步价$3，里程价每公里$1.5，另有多人、低速、行
李、高峰等附加费，但市区资费$19封顶。可以在这里估算费用： 
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metro/interactives/taxifares
出租车投诉电话：202-645-6018
Email：dctc@dc.gov

活动
★ 篮球比赛
华盛顿奇才队(Washington Wizards)，主场凡泽中心(Verizon 
Center)
地址：601 F Street NW （中国城）

★ 棒球比赛
棒球是美国最有历史和影响力的职业体育项目。 华盛顿国民队
(Washington Nationals)主场在美国体育场/国民球场(Nationals 
Park)
地址：1500 South Capitol Street SE
到达方式：地铁绿线Navy Yard ball park站

★ 夏季音乐会(Summer Concert Seris)
每年夏天在室内外举行的免费系列音乐会。
网址：www.nps.gov/ncro/publicaffairs/summerinthecity.htm 

餐饮
华盛顿作为多元化的国际大都市，餐饮口味选择非常丰富，但著名餐
馆主要集中在西北的乔治城、杜邦区和亚当斯摩根区，国家广场周边
适合中国游客的餐馆选择反而不多，午餐可以在博物馆快餐厅就餐。

★ 当地特色

Matchbox Chinatown 见地图标识 
在华盛顿有多家连锁店，以美式汉堡比萨沙拉为主，凸显当代美国饮
食文化，口碑良好。
地址：713 H St NW (中国城) 
电话：202-289-4441
www.matchbox369.com

Martin's Tavern
位于乔治城，有近80年历史。除传统美国风味美食，还附设酒吧，
并承办各类聚会。
地址：1264 Wisconsin Avenue NW 
电话：202-333-7370
www.martins-tavern.com

Thomas Sweet
冰淇淋店，位于乔治城，其1元起价的冰淇淋销量排名全美第一。
地址：3214P St NW 
电话：202-337-0616
www.thomassweet.com

http://www.tourmobile.com
http://www.wmata.com
http://www.wmata.com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cksmh.gov.tw/
http://www.wmata.com
http://www.wmata.com
http://www.dctours.us
http://www.dctours.us
http://www.tourmobile.com
http://www.tourmobile.com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metro/interactives/taxifares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metro/interactives/taxifares
mailto:dctc@dc.gov
mailto:dctc@dc.gov
http://www.nps.gov/ncro/publicaffairs/summerinthecity.htm
http://www.nps.gov/ncro/publicaffairs/summerinthecity.htm
http://www.matchbox369.com
http://www.matchbox369.com
http://www.martins-tavern.com
http://www.martins-tavern.com
http://www.thomassweet.com
http://www.thomassweet.com


P 8 做⼀一个有公益心的穷游儿，带着你的爱心，⼀一边旅行，⼀一边爱护这个世界。

         ★ 世界特色
         Baja Grille
墨西哥风味
地址：1133 20th St. NW
电话：202-659-4136
www.bajagrille.com

Ben's Chili Bowl
华盛顿著名的Chili(辣椒肉酱)餐厅，一定要试Chili热狗和Chili碗。
地址：1213 U St NW(12th St. NW)
电话：202-667-0909
www.benschilibowl.com

Bistrot Du Coin
法式餐厅，在餐饮休闲区DuPont Circle。
地址：1738 Connecticut Avenue, NW
电话：202-234-6969
www.bistrotducoin.com

★ 中餐
华盛顿唐人街的中餐整体水平较低，去那里吃饭要有超强心理素质。

北京饭店 Peking Gourmet Inn
华盛顿郊外的一家高档中餐馆，食客中不乏美国政界名流，布什一家
曾数十次光顾。
地址：6029 Leesburg Pike, Baileys Crossrds, VA 22041
电话：703-671-8088
www.pekinggourmet.com

★ Tips：就餐建议
具体餐厅的情况，可以参考餐厅点评网站：
www.zagat.com/washingtondc
www.yelp.com/dc
www.washingtondc.menupages.com

住宿 
华盛顿各种条件的酒店，青旅、家庭旅馆都有。华盛顿市区内酒店
性价比不高，而且大多收取25-30美元的停车费，适合没有开车的
朋友。里根机场周边Crystal City的酒店不是很远，乘地铁进城也比
较方便。自驾的朋友还可以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近郊寻找。

★ Outlets
华盛顿周边有三家主要的outlets，都需要开车到达，可以根据个人
需要的品牌去相应的地点。
www.arundelmillsmall.com
www.premiumoutlets.com
www.potomacmills.com

★ 超市、大卖场
Eastern Market位于国会附近的集贸市场。
www.easternmarket-dc.org

★ 纪念品、小店
博物馆，纪念馆均有纪念品商店，而相对于其他城市，旅游区的摊
贩非常少。

★ Tips：免税政策
美国无法退税，只能在特定免税店享受免税。

安全
急救、 匪警、火警：911

★ 治安
旅游区治安比较好，城区其他地方在不熟悉的情况下晚上尽量减少外出。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地址：3505, International Place, N.W.,WASHINGTON D.C. 
20008
工作时间：9:00-18:00（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电子信箱：CHINAEMBASSY_US@FMPRC.GOV.CN 
电话：202-495-2266 传真：202-4952138
值班手机：202-669-8024（非工作时间及公共假日期间，仅供紧
急联络使用）www.china-embassy.org/chn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网友提供，如果发现文中的信息有错误，请发送
邮件到：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
请访问穷游网获得更多内容：qyer.com

购物 
★ 百货公司、商场、购物街
Barracks Row 
在国会山附近，近旅游区。在旅游过程中顺带购物的去处，因为处
于市中心，不适合大量扫货。
到达方式： 地铁Eastern Market站 

Shops at Georgetown Park
乔治城有很多商店、酒吧、餐厅，比较热闹。Shops at 
Georgetown Park是位于Georgetown的繁华商业区的室内购物中
心，主营中高档时装。
www.shopsatgeorgetownpark.com

http://www.bajagrille.com
http://www.bajagrille.com
http://www.benschilibowl.comh
http://www.benschilibowl.comh
http://www.bistrotducoin.com
http://www.bistrotducoin.com
http://www.pekinggourm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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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gat.com/washingtondc
http://www.zagat.com/washingtondc
http://www.yelp.com/dc
http://www.yelp.com/dc
http://www.washingtondc.menupages.com
http://www.washingtondc.menupages.com
http://www.arundelmillsmall.com
http://www.arundelmillsmall.com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
http://www.premiumoutlets.com
http://www.potomacmills.com
http://www.potomacmills.com
http://www.easternmarket-dc.org
http://www.easternmarket-dc.org
mailto:chinaembassy_us@fmprc.gov.cn
mailto:chinaembassy_us@fmp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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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yer.com
http://www.shopsatgeorgetownpark.com
http://www.shopsatgeorgetown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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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圣诞新年安排
国家圣诞树张灯剪彩庆典 The National Christmas Tree
自1923年以来，美国总统都要主持国家圣诞树的张灯庆典仪式，祝
福全国人民圣诞新年快乐，并向世界伸出橄榄枝，祈盼世界和平。
今年的庆典仪式定于12月6日16：30，在白宫南侧宾夕法尼亚大街
举行。

当然，即使你行程不巧，没有赶上开幕式，还可以在未来一个月随
时来欣赏华美的国家圣诞树。

胡桃夹子 The Nutcracker
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一直是圣诞新年的一道精神盛
宴。如果12月份来华盛顿旅游，别忘了抽空去华纳剧院(Warner 
Theatre)观赏华盛顿芭蕾舞团的精彩表演。其实各地上演的《胡桃
夹子》都融入了不同舞台总监的改编风格，华纳剧院的胡桃夹子玩
偶就是乔治华盛顿的形象。
时间：现在至12月23日。
地点：513 13th Street NW
电话：202 783 4000
warnertheatredc.com

圣诞颂歌  A Christmas Carol
根据狄更斯同名小说改编的名剧讲在林肯总统遇刺的福特剧院上
演，欣赏名剧的同时参观历史遗迹，可谓一举两得啊。
时间：从现在至12月30日。
地点：10th and E Streets, NW 
电话：(202) 347-4833
www.fordstheatre.org

ICE! 2012
这项室内大型冰雕艺术展和中国还颇有渊源，因为冰雕艺人是来自
哈尔滨冰雪节的能工巧匠。
时间：2012年11月16至2013年1月6日。
地点：201 Waterfront Street， National Harbor, MD 20745
票价：25-35美元。

国家大教堂National Cathedral
圣诞前后有多场大型晚祷和弥撒。免费参加，注意尊重宗教习惯。
www.nationalcathedral.org/visit

除夕夜
12月31日在华盛顿市区并没有大型活动。新年庆典的最佳地点是南
郊的Alexandria。
那里有一整天丰富多彩的活动等待你的参与。具体安排请见：
www.firstnightalexandria.org

★ Tips：节日关门
12月15日圣诞节和1月1日元旦，各大博物馆均关门休息。注意合
理安排行程，以免向隅。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意外。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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