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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 当地语言
波兰语是波兰的官方语言，部分字母发音类似拼音。当地英语普及
率并不高，但主要城市的年轻人一般都会英语。小型店铺的营业员
多为中老年人，可能不懂英文，所以如果需要沟通尽量在周围找会
英语的年轻人帮忙。

★ 日常对话
Dzień dobry - jin dao bu rei - 早安(天黑前都可以表示“你好”)
Do widzenia - dao wi zen nia - 再见
Przepraszam - pe shei pe ra sha me - 对不起、打扰一下

Dziękuję - jin ku ye - 谢谢你

Tak - ta ke - 是
Nie - nie - 不 
Ile？ - yi lai？ - 多少钱？
Rachunek - ra hu ne ke - 结账 
Gdzie jest⋯ - ge jie ye si te - 哪里是⋯
Chiny - hin nei - 中国

Źle się czuję - ri lai xie chu jeng - 我不舒服 

Pogotowie - pou gou tou wie - 救护车
Uwaga - wu wa ga - 小心、注意
Policjant - po li ci yan te - 警察
Na pomoc - na pou mou ci - 救命

Proszę mnie odprowadzić 请送我 - na dworzwc 去火车站；na 

lotnisko 去机场

★ 文字标识
Toaleta - 厕所                  Bilety - 票
Promocja - 促销               Kantor - 换汇
Informacja - 咨询处          Kasa - 收银台
Apteka - 药店                  Poczta Polska - 邮局
Bank -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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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波兰人办事效率很低，任何有人排队的地方都可能浪费很多时
间，比如售票处或者邮局等。建议制定行程时，为有可能需要等待
的项目预留些时间。

★ 由于波兰纬度较高，所以不同季节日照时长差别很大。一般白天
的时间是冬季9:00-15:00，夏季6:00-20:00，在出行时需要考虑时
间因素，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

★ 欧洲雨大风也大，所以欧洲人习惯用较结实的直伞而非折叠伞。
如果方便的话，除了雨伞，最好携带些一次性雨衣。

★ 波兰时区为+1。夏令时比中国晚6个小时，冬令时比中国晚7个
小时。时令交换时，一定要记得调表不要晚点。

★ 波兰大部分地区治安比较好。但是依然要记得少走夜路，尤其是
姑娘家一个人旅游，尽量在天黑前赶回酒店，不要走偏僻的街道小
巷。如果晚上碰到酒鬼记得赶紧躲开。 

★ 个别旅游景区会有人用救助贫困儿童等名义来让你捐款，在你填
写表格的时候会偷你的钱。看到这类人记得摇手走开。白天会有流
浪汉可能会在你等车的时候来跟你讨烟，如果不想给记得摇手说
Nie(读音：孽，为“不”的意思)。 

★ 住宿尽量选择在市区，郊区治安相对较差。挑选旅馆的时候要相
信一份价钱一分货，同时也要货比三家。

★ 波兰公共假日较多，出发前记得确定自己想去的地方是否开门。

★ 中国人眼中的1楼，在波兰视为0楼。也就是说，起始层是0楼，
坐电梯或者找地方的时候不要忘记。 

作者：皇小胖其实80斤      最后更新日期：201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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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请记得爱护自然，如果要打印穷游锦囊，请尽量双面打印。

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A组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A组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A组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A组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A组

日期 时间 场次 对战双方 球场

6月8日 当地时间18:00 场次1 波兰：希腊 华沙国家体育场

6月8日 当地时间20:45 场次2 俄罗斯：捷克 弗罗茨瓦夫城市球场

6月12日 当地时间18:00 场次9 希腊：捷克 弗罗茨瓦夫城市球场

6月12日 当地时间20:45 场次10 波兰：俄罗斯 华沙国家体育场

6月16日 当地时间20:45 场次17 捷克：波兰 弗罗茨瓦夫城市球场

6月16日 当地时间20:45 场次18 希腊：俄罗斯 华沙国家体育场

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C组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C组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C组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C组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C组

日期 时间 场次 对战双方 球场

6月10日
当地时间
18:00 

场次5 西班牙：意大利 格但斯克PGE体育场

6月10日
当地时间
20:45

场次6 爱尔兰：克罗地亚 波兹南市立球场

6月14日
当地时间
18:00

场次13 意大利：克罗地亚 波兹南市立球场

6月14日
当地时间
20:45

场次14 西班牙：爱尔兰 格但斯克PGE体育场

6月18日
当地时间
20:45

场次21 克罗地亚：西班牙 格但斯克PGE体育场

6月18日
当地时间
20:45

场次22 意大利：爱尔兰 波兹南市立球场

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半决赛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半决赛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半决赛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半决赛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半决赛

日期 时间 场次 对战双方 球场

6月28日
当地时间
20:45

场次
30

1/4决赛第四仗胜方 华沙国家体育场

★ 波兰的赛事、赛程及球赛地点

     球赛指南
  

★ 观赛服务
短信提醒

欧锦赛期间，波兰推出了一项赛事短信提醒服务。上网注册并选择

所关注的城市，接下来就能收到有关该城市比赛的重要信息。如果

想更换关注的城市，只需上网更改即可。这项短信服务是免费的。

www.polishguide2012.pl/en/sms-alert

★ Tips：短信业务使用限制
在该短信提醒业务的注册页面，只能使用固定几个国家的电话号码进
行注册，不包括中国。所以中国游客要享受该服务则需要购买当地的
SIM卡。从其他欧洲国家出游的游客可以在官网查看是否包括自己国
家的手机号码。此外，虽然该业务是免费的，但是如果是国际漫游，
切记提前确认自己的手机卡在波兰接收短信是否免费。

应用程序
波兰指南应用程序已经在各种智能手机上开放使用，程序名称
为“Polish Guide 2012”。来波兰观看欧锦赛的球迷，可以在波兰
境内获得相关服务。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离线向导服
务，如果有网络连接则可以获得比赛的即时战况等信息，以及一些突
发的路线改变和道路事故等。6种语言可选，不过无中文。

波兰Pass
波兰特别推出了仅限欧锦赛期间使用的“波兰Pass”。Pass可以提
供住宿、交通和医疗保险服务，每项服务是分开购买的。如果打算在
欧锦赛期间暴走整个波兰的话，建议购买公交+火车+保险的组合。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做出更划算的选择。注意，由于波兰看病
并不方便，所以建议游客购买Pass的保险服务，假如发生意外，保
险可以提供医疗帮助，并承担相应的费用。购买方式和价格可查询网
站：www.polishguide2012.pl/en/polish-pass

★ 看球注意事项
欧洲人嗜酒，球迷多亢奋，所以当嗜酒的欧洲人看球的时候状况可

想而知。波兰足球流氓一直为人诟病，此次欧洲杯波兰政府虽然在

加强各赛区警力，但效果如何仍然未知。所以在可能发生任何滋事

之前就记得远离。观看球赛的朋友要低调，不要有任何过激行为。

据称此次欧洲杯波兰警方还准备了声波大炮，以控制疯狂球迷脱序

行为。长时间受到大音量的侵袭可能会导致听觉受损。如果真的面

临此况，尽可能的护好耳朵。

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1/4决赛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1/4决赛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1/4决赛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1/4决赛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1/4决赛

日期 时间 场次 对战双方 球场

6月21日
当地时间
20:45

场次
25

A组首名：B组次名 华沙国家体育场

6月22日
当地时间
20:45

场次

26
B组首名：A组次名 格但斯克PGE体育场

http://www.polishguide2012.pl/en/sms-alert
http://www.polishguide2012.pl/en/sms-alert
http://www.polishguide2012.pl/en/polish-pass
http://www.polishguide2012.pl/en/polish-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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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锦赛期间监管较严，请记得随身带好有效证件。波兰禁止

         在公共场合饮酒或者携带刀具等危险物品，未成年人在没有

监护人的陪同下不得进入球场。请严格遵守当地法律。

近年来气候不稳定，温度比往年上升了不少。6月和7月是波兰的夏
季，平均温度在25℃左右，最高可能达到30多度。波兰的夏季并不

多雨，但是运气不好的话也可能碰到暴雨连连，建议携带一次性雨

衣，碰到大风天会比雨伞好用的多，而且不会阻碍到后排的观众。

★ 球场介绍

华沙国家体育场 Stadion Narodowy w Warszawie
见地图B标识 
华沙的国家体育场是波兰专门为欧锦赛准备的体育场馆，拥有
58500个座位，最多可容纳7万名观众。4个LED显示屏安装在主体
育场，并且配备了254个42英寸的液晶显示屏。球场内部除了4家
餐厅还有多个大拍档。有5场比赛将在该体育场举办。

地址：Księcia J. Poniatowskiego 1，03-901 Warsaw
到达方式：从机场可乘坐175号公交车到达市中心Dw.Centralny
站，再转7、8、24路电车大约10分钟到达Rondo Waszyngtona
站。下车步行约5分钟即到。
公交路线查询：warszawa.jakdojade.pl

弗罗茨瓦夫城市球场 Stadion Miegski w Wrocałwie
弗洛茨瓦夫体育场根据最近的欧洲标准配置，可容纳4.3万球迷。该
体育馆拥有超过200台的液晶屏幕。还配备了专业的餐饮服务，并
支持非现金结算。此次欧洲锦标赛期间将有3场小组赛在此进行。

地址：Al. Śląska 1， 54-145 Wroclaw

到达方式：从中心火车站Dworzec GŁ.PKP乘坐31+路电车，大约

半小时到终点站Stadion Wrocław下车。或乘坐32+路电车约20分

钟到Kwiska站，转20路电车到Stadion Wrocław站。
公交路线查询：wroclaw.jakdojade.pl

格但斯克PGE体育场 PGE Arena Gdańsk 
格但斯克体育场堪称此次欧锦赛最有趣的球场，它的外墙有深浅不同
的的琥珀色球场保护套，令人印象深刻。球场拥有42000个座位。
为了提高观看比赛的质量，赛场设有四个大型LED显示屏，整个球场
拥有436个相机为观众捕捉画面。球场周围拥有2171个停车位。

地址：ul. Pokoleń Lechii Gdańsk 1，80-001 Gdańsk

到达方式：在中心火车站Dworzec Główny乘坐电车7路或者10

路，15分钟可以到达Załogowa站，下车步行20分钟(约1公里)可到
达球场。
公交路线查询：trojmiasto.jakdojade.pl

波兹南市立球场 Stadion Miejski w Poznaniu
波兹南体育场是唯一一个非新建球场。该球场可容纳43000名观
众，拥有两个波兰最大的屏幕，并且具备高品质的音响设备。此次
比赛将有3场小组阶段的比赛在此进行。

地址：Bułgarska 17，60-320 Poznan

到达方式：在中心火车站Dworzec Główny搭68路公交车乘坐1站

到Dworcowz站下车(或直接步行)，再步行5分钟到Rondo 

Kaponiera站乘坐T2路公交车，约15分钟到Bułgarska站，之后步

行10分钟可到球场。
公交路线查询：poznan.jakdojade.pl

★ 购票指南

官方购票唯一指定网点：www.uefa.com

官网的票不是一次性全部放出，所以当下如果显示售罄，也许第二
天又会有新的票出来。勤刷网站多关注，你总是可能抢到票的。又
或者此次比赛的赞助厂商可能会举办一些活动，你足够幸运也许能
赢取一些票，但是几率很小。

★ 球迷观赛活动

波兰人的夜生活就是酒吧和夜店，所以欧锦赛期间，如果你想找到
一些球迷集中聚会的地方，除了球场，酒吧就是最好的选择。基本
上酒吧都会提供很多显示屏来播放当时的赛事，但是论氛围，可能
专门的体育酒吧会更热闹一些。

除了各大酒吧会有赛事转播外，电影院也会有球赛专场的播放，票
价基本在30兹罗提左右，个别场的比赛有学生优惠。虽然波兰的法
律规定公共场合不得饮酒，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波兰人在影院里
喝酒，希望去影院观看比赛的游客不要这么做。每个城市的大型商
场顶楼都会有电影院。如华沙的Zlote tarasy和Arkadia，格但斯克
中央火车站附近的Galeria baltyck等。

Multikino和Cinema city是波兰最大的两家影院公司。可以在官网
上查询每个城市电影院具体的位置以及赛事播放情况。
Multikino：multikino.pl/pl/w-kinie
Cinema city：www.cinema-city.pl

Champions Bar(华沙)
一家体育酒吧，每天都会有赛事播放。但是这里的食物很不好，服
务也不是贴心，质次价高，相较之下啤酒还是可以的，食物就真得
算了。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氛围并且预算充足，可以来这里消费一
下。在这里你应该不会碰到足球流氓，因为价格太贵。地理位置很
方便，就在华沙中央火车站对面的Marriott酒店楼下。
地址：Aleje Jerozolimskie 65/79，Warsaw
www.champions.pl

Irish Mbassy Sports Bar(克拉科夫) 
这是一家口碑很好的爱尔兰体育酒吧，位于克拉科夫市中心。它分
为楼上下三层，有很多房间。如果一大群朋友前来，可以选择一个
包间。这里服务良好，并且提供很多美食，虽然价格有一些贵，但
是在这种热闹的氛围下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体育爱好者可以
在这里感受到犹如现场般的气氛。周一至周四14:00开放至凌晨，周
五12:00开放，周末11:00开门。而且这里的服务生都是波兰的漂亮
妹子。
地址：ul. Stolarska 3，Krakow
www.irishmbassy.com

作者推荐

http://warszawa.jakdojade.pl/
http://warszawa.jakdojade.pl/
http://wroclaw.jakdojade.pl/
http://wroclaw.jakdojade.pl/
http://poznan.jakdojade.pl/
http://poznan.jakdojade.pl/
http://www.uefa.com
http://www.uefa.com
http://multikino.pl/pl/w-kinie/
http://multikino.pl/pl/w-kinie/
http://www.cinema-city.pl
http://www.cinema-city.pl
http://www.champions.pl
http://www.champions.pl
http://www.irishmbassy.com
http://www.irishmbas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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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历 
波兰季节较为分明。1-2月是气温最低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暴雪天
气。3-5月开始回暖，但是容易发生1秒变夏天或者冬天的情况，所
以出行前多看天气预报。6-10月是波兰最好的季节，其中7月较热。
11-12月可以到Zakopana滑雪，相较其他欧洲国家便宜很多。

★ 节日

新年 Nowy Rok 1月1日
每年的12月31日晚在华沙市中心会举办露天演唱会。各个城市的市
中心也都会有午夜跨年倒计时的活动。

复活节 Pierwszy DzieŃ Wielkiej Nocy 2013年3月31日

波兰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复活节当天基本上全部的景点和商店都关
门休息。

劳动节 Święto Państwowe 5月1日

劳动节并不是当地的传统节日，而是波兰在社会主义时期确立的节
日，然后沿用至今。当天部分景点和超市会关门，一些餐厅也有可
能歇业。

宪法日 Święto Narodowe Trzeciego Maja 5月3日

这一天的波兰有很多游行、展览、音乐会，以及公众人物的演讲。
各步行区还会摆出很多摊位。节日期间，游行范围内的公交车停止
运行。

独立日 Narodowe Święto Niepodległości 11月11日

这是波兰非常重要的非宗教节日，代表着停战纪念日。庆典活动包
括烟花表演、音乐会、游行等。

     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Tourist information
各城市都设有游客中心，详见后文。注意：1月1日、

复活节期间、11月1日、12月25-26日游客中心不 

开放。其他时间个别信息点可能会有特殊的开放时

间，具体请上网站查询。

★ 电话

波兰通讯公司很多，短途旅行推荐使用Play公司的服务。机场零售

店和售货亭都有售SIM卡和充值卡，但是通常价格偏贵。如果不是很

急用可以到市中心的各大商场寻找专营

店，比如华沙市中心火车站后方的Zloty 
terasy商场一楼就能找到Play公司的店。

Play电话卡可以开通网络服务，250MB每月7兹罗提。拨打号

码“*111*205*1＃”即可激活服务。500MB每月12.2兹罗提，拨

打号码“*111*207*1＃”。其他流量服务可上网查询激活码：

dlafirm.play.pl/pl/obsluga-klienta/uslugi/pakiet-internet-dla-

firm/index.html

★ Tips：话费充值及时限
Play电话公司充值话费时，需要拨打“*100*14位序列号＃”，查询
帐余额拨打“*101#”。电话卡充值越少使用期限越短，一般5兹罗
提3天，25兹罗提一个月。

★ 货币帮助
波兰是欧盟国，但未加入欧元区。当地货币为兹罗提，英文缩写为

PLN，单位是“兹罗提(zł)”，近期由于欧洲经济导致汇率浮动较

大，目前汇率参考价约为1兹罗提等于1.9元人民币(2012年5月)。

波兰换汇不需要手续费，通常情况下换1000欧元(或美金)以上的金
额都会比牌价再高0.02个点。机场汇率很低，如果身上没有现金，

可以先只换20欧元左右的现金，就足够乘坐公交到市区，可以在市

中心再寻找汇率较高的兑换点。另外，各大商场里一般都有换汇中

心，价格中等，适合少量兑换，优点是方便。

华沙换汇最高的地方：kantor-intraco.pl/notowania.html

营业时间：周一到周五9:00-18:00，周六9:00-13:00。

地址：ul.Stawki 2 Warsaw(可坐地铁到Dw.Gdański，出站后向南

方向就可看到湖蓝色的玻璃大楼，一进大厅右侧既是。)

★ Tips：换汇注意事项

华沙市中心地下通道内有多家换汇店铺，个别店家会用极低的汇率

来欺骗初到波兰的游客。建议有条件的同学可以下载一些即时汇率

的App，低于网络汇率0.1个点以内的皆属正常汇率。离开柜台前当

面数清钱款。

各大型商场超市一般都可以使用Visa、MasterCard等信用卡，部

分出租车也可使用。但是个别时候会碰到中国信用卡无法识别的情

况，或者商店设有消费下限，低于5兹罗提不得使用信用卡等，所以

身上还是要保证带有现金。波兰部分商户已经开通了银联卡业务，

凡是贴有“银联”标识的商户均可受理银联卡。除此之外，花旗银

行的ATM可接受银联卡的取款和余额查询，或者机器上带有花旗标

识的也可受理银联卡。

★ 网络

除了麦当劳和肯德基以及各咖啡店提供的免费wifi以外，波兰几乎没
有其他免费wifi点。这个时候如果开通了Play网络服务就能派上用场
啦。另外，城市的市区也分布着一些网吧，价格通常为5兹罗提15
分钟、10兹罗提1小时左右。波兰的网吧不像中国一样遍布大街小
巷并且标识明显。 网吧logo多为放大的“@”标志，都有打印设
备，可供游客下载信息打印之用。但是波兰网吧的电脑均不支持中
文显示。如果急需用网，并且自带电脑或任何可连接wifi的设备，请
在附近寻找肯德基或麦当劳等快餐店，这些地方普遍提供免费wifi。

★ 邮局

波兰地方邮局的营业时间大致为周一到周五
9:00-19:00，周末不营业。大邮局和设于商场
内的邮局会在周末营业。波兰的邮筒是红色
的，在街边、车站都可以看到悬挂于墙上的方
形邮筒。明信片的售价一般在1兹罗提左右，邮
票3.5兹罗提，一般只在邮局有售。

http://dlafirm.play.pl/pl/obsluga-klienta/uslugi/pakiet-internet-dla-firm/index.html
http://dlafirm.play.pl/pl/obsluga-klienta/uslugi/pakiet-internet-dla-firm/index.html
http://dlafirm.play.pl/pl/obsluga-klienta/uslugi/pakiet-internet-dla-firm/index.html
http://dlafirm.play.pl/pl/obsluga-klienta/uslugi/pakiet-internet-dla-firm/index.html
http://kantor-intraco.pl/notowania.html
http://kantor-intraco.pl/notowan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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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 当地特色
波兰餐厅的营业时间通常是11:00-23:00，因为波兰人习惯在中午
一、两点吃午饭，所以没有午间休息时间。当然比较讲究的餐厅会
在下午时段休息，如法式餐厅。餐厅基本是一周7天全天开放，特殊
节假日除外。生意火爆的餐厅都需要提前预约，或者避开饭点，不
然很可能需要等待半小时甚至一小时才有座位。

★ Tips：小费
在波兰，快餐店是不需要给小费的。但是在餐厅你可以根据服务质
量和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是否给小费，基本是总消费额的10%。个别
餐厅会在结账时主动加入小费结算，请注意账单，这时就不需要另
付小费了。 

在波兰任何一个城市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牛奶吧(Bar mleczny)，这里
提供低廉的食物类似于食堂，价格在15兹罗提左右，非常受老人和
学生的欢迎。当然，如果想吃更传统更精致的美食，还是要去正式
的餐厅。波兰的肯德基和麦当劳遍地都是，在没得选择时它们是最
好的选择，套餐价格基本在15兹罗提左右。另外，包子铺一样存在
的“Kebab”和类似沙县小吃的越南馆子都是不错的尝试。

“Grycan”是波兰有名的冰淇淋品牌。在很多商场都可以看到它的
零售店，一个冰淇淋球的价格在2兹罗提左右。除了品牌店，路边上
大大小小的冰淇淋屋都可以买到美味的冰淇淋，个人很推荐各个老

交通 
波兰铁路线较多，大城市之间都有连接的火车线路，但是车速很慢。
华沙通往各个城市最方便的交通方式是火车，最便宜的是长途汽车。
但是长途汽车Polskibus需要提前在网站预定。
www.polskibus.com/en

一般大城市之间来往的火车都属于PKP，是波兰大城市间的主要交通
方式。而穿梭于附近郊区小镇的火车称做SKM。如格但斯克通往索
波特和格丁尼亚城市之间就是乘坐SKM，车程在半小时左右。

★ Tips：乘坐火车避开高峰期

由于城际之间火车是最常用的交通工具，而且相对来说价格低廉，

很多在华沙工作的外地人会在周五的时候返回自己的城市。这时候

相对就是火车的高峰期，如果你购买的是普通的列车票，很有可能

会没有座位。

         圣诞节 Pierwszy DzieŃ Bożego Narodzenia 12月25日

      波兰人的圣诞节更注重一家团聚，所以街上并不会像中国一样
有很多人。从圣诞节前夜到圣诞节第二天基本不会有商店开门。

胖子节 Tłusty czwartek 2013年2月7日

有趣的小节日，于每年封斋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举办。在波兰的
天主教传统中，这一天被允许暴饮暴食。胖子节当天波兰的家家户

户都会购买当地的一种油炸面包“Pączki”以及一种类似薄脆的撒

有糖粉的油炸面条“Faworki”来吃。这种甜点平时也是随处可见，
但是节日当天是必然会买的。不过即使不是过节，也可以在波兰买
这些甜点尝试哦。

城区贩卖的便便状甜筒。“A.blikle”是一家百年甜品老店，你在很
多地方可以看到它，这家的奶酪蛋糕非常好吃。

★ 中餐
由于波兰没有人太多的华人，所以不存在唐人街之类的地方。中餐
厅也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基本每个城市只有一两家，而且菜色
少，味道也很一般。

华沙、格但斯克、弗罗茨瓦夫、波兹南都有家叫做Wook福的中餐
厅，波兰人开的，中国请来的厨师。这里的饭菜都是一小盅一小盅
的，每盅8兹罗提左右，适合想换换口味但是又不需要吃太多的时
候。人均消费在40兹罗提左右。具体的开门时间和其他城市地址可
上网站查询，有中文。
www.wook.pl

住宿 
波兰不是非常热门的旅游国家，所以在住宿方面选择较少，但是相
对欧洲其他国家价格也会便宜些。波兰基本上没有华人旅馆。五星
级酒店的价格可能才相当于巴黎旺季的普通旅馆，大概1000兹罗提
左右。具体价位还是取决于住宿位置是否靠近市中心。如果预算充
足还是建议旅客住在市中心附近，市区内即使是深夜也会有车辆和
行人，对于夜归的游客可能是种保障。选择住处时，尽量避免各个
城市的危险区域(见后文各城市住宿部分)。

青年旅舍价格相较酒店来说比较便宜，但是住宿环境很一般，几乎
都是上下铺，不过很干净。女生话尽量选择女生间而不要选择混搭
间。如果是几个朋友一起，可以选择包下一个多人间，这样就不会
有外人打扰。通常在旅馆的公共区域会提供免费wifi。多人间的床位
价在30兹罗提左右，双人间价格100兹罗提左右。

★ Tips：酒店事项

波兰的酒店基本不提供拖鞋和牙刷牙膏等一次性用品，需自己准

备。并非所有酒店都提供免费wifi，在订房时和入住时记得跟前台确

认网络情况及上网价格。需要加床请跟酒店确认，通常每个房间只

允许加一张床。注意：欧锦赛期间，大部分酒店只接受全额预定，
并且不可退款。

购物 
波兰的大型百货公司并不多，每个城市在3个左右。共同点是中央火
车站附近必定有一个大型的商场。很多奢侈品在波兰没有专营店，
所以想买名牌的大概要失望了。而且由于货币问题，虽然有个别杂
牌店卖名牌，可是折合欧元却比其他国家贵很多。此外，各景区都
有小摊贩兜售纪念品，

波兰常见的超市有家乐福、TESCO、LIDO。生活用品购买可也以
到Rossmann或者Super pharm，价格比超市便宜。

★ Tips：小心买到假的欧锦赛纪念品哟
购买欧锦赛™产品是请到正规商店，以防假货。正品在图书音像连
锁店Empik等地有售。目前还有金银的欧锦赛纪念币出售。

http://www.polskibus.com/en
http://www.polskibus.com/en
http://www.wook.pl
http://www.wook.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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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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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沙
★ 城市速写
华沙位于波兰的东部，距离德国柏林以东约300公里。华沙目前分

为18个行政区，整个城市被维斯瓦河(Wisła)一分为二。河流以西地

区的经济、治安等均好于河东。Śródmieście区是华沙市中心，坐

落着为数不多的高楼，华沙中央火车站和华沙中
心地铁站以及各大银行商场超市都可在此找
到。相较其他欧洲国家，华沙显得很辽阔，而
且景点不多，所以导致各个观光点较分散，
需要乘车前往。波兰公交路线繁多，基本都可
直接到达景区门口，所以不用走太多路。华
沙在二战时期被全部摧毁，所以即使是华沙老
城也是仿旧重造。

★ Tips：区域治安 
华沙Praga区治安不太好，为了降低旅游风险，尽可能在白天去游
览，走人多的地方。看球夜归的朋友尽量结伴而行随着大部队返回
市区。

★ 景点

华沙老城 Stare Miasto 见地图B标识 
华沙老城建筑均为后期修复重建，但是不影响人们欣赏它的美。老
城包含众多景点，如美人鱼雕像、王宫、老城广场、居里夫人博物
馆等。在老城区可以花费半天的时间慢慢欣赏周边的建筑，并品尝
当地的特色美食。

地址：Old town market place，Warszawa

到达方式：地铁Metro Ratusz Arsenał站下车，向东方向走大约

10分钟可到；116、175、178、180、195、222、503、N44
路公交车在PL.Zamkowy站下车即到；电车13、23、26、32路到
Stare Miasto站下车，上桥就到老城了。

肖邦公园 Łazienki Królewskie 见地图B标识 
肖邦公园原名瓦金基公园，是华沙最大的公园，因竖立有肖邦雕像
而又名肖邦公园，其名字直译是皇家浴场公园。通过名字我们就能
感受到它的大气。在夏天的周末，会有钢琴演奏会在肖邦雕像下举
行，只要随意的找个凳子坐下就可以享受一下午的免费音乐会。公
园中部有罗马剧院舞台，偶尔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秀。

地址：Agrykola 1，Warszawa

到达方式：乘坐116、166、180、195路公交车到Łazienki 
Królewskie站下车即到。
开放时间：公园全天开放；园内各宫殿周二-周五9:00-16:00开放。
门票：公园免费；各宫殿票价不一，可查看官网，周四全部免费参观。
www.lazienki-krolewskie.pl

维拉努夫宫 Wilanow palace
维拉努夫宫又称夏宫，宫分为宫殿、橘园、公园三部分，是一组造
型别致的巴洛克建筑群，有人将这里称做波兰的凡尔赛宫(虽然作者
本人不这么觉得)。宫殿园区有漂亮的庭院以及一些小动物，如果你
足够讨它们的喜欢，松鼠还可能爬上你的肩膀。夏季的时候这里会
有很多趣味表演，旅游旺季甚至需要统一组团才能入园参观。

地址：Stanisława Kostki Potockiego 10/16，Warsaw

到达方式：公交车116、117、130、139、163、164、180、

519、422、700、710、724、725、E-2路到Wilanów站下车。

宫殿开放时间：2月1日-4月30日和9月20日-12月19日，周一、
三、四、五9:30-16:00，周日免费开放(仅限无导游游览)，周二不
开放。5月1日 - 9月19日周一、周日9 : 3 0 - 1 8 : 0 0，周三
9:30-20:00，周二、四、五9:30-20:00，周日免费开放(仅限无导
游游览)。关门前一小时停止入内。

橘园开放时间：9月20日-4月30日周一-周日10:00-16:30，16:00
截止入园，周二不开放。5月1日-9月19日每天10:00-18:30。

公园开放时间：全年开放，每天9:00-黄昏。 个别节假日除外。

门票：公园门票成人5兹罗提，学生3兹罗提。门口售票机只接受硬
币，或在柜台人工买票。周六免费进入公园。宫殿门票成人20兹罗
提，学生15兹罗提。
www.wilanow-palac.pl

★ Tips：夏宫游览须知 
近期由于保护和修复工程等在进行，有可能部分地区游客无法访
问。橘园是临时展厅，所以只有在展览期间才会对公众开放。

文化科学宫

Pałac Kultury i Nauki w Warszawie 见地图B标识 
文化科学宫是华沙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建成于1955年，高度230
米，是波兰目前最高的建筑。这是当年苏联送给波兰的礼物，整体
风格与华沙市中心格格不入，而波兰人也多不喜欢这座建筑，认为
这是苏联统治的象征。波兰人给这栋楼起了很多讽刺意味的别称，
如斯大林的注射器、俄罗斯婚礼蛋糕等。整栋楼里有会议厅、电影
院、博物馆、办公室、展览馆、学校等等。这里定期有一些国家文
化展。迷路的时候就寻找它吧，文化宫位于中央火车站和中心地铁
站中间，找到它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文化宫的0楼设有游客中心。

地址：01-001 Warsaw
到达方式：乘坐地铁到Centrum站，出站就可看到，步行5分钟可
到。也可乘坐131、175、127、512、517路公交车或电车7、
8、9、22、24、25路，到Centrum站或Dw.Centralny站下车。
www.pkin.pl

★ 游客中心
华沙旅游信息中心 Warszawska Informacja Turystyczna
在华沙市内有6家旅游信息点，向旅客提供地图等资料。并且有酒店
预定和导游服务(非免费)。在此你还可以使用30分钟免费网络。
电话：+48 -22-19431
www.warsawtour.pl

文化科学宫信息点 
开放时间：5月7日-8月31日8:00-20:00；9月1日-3月31日
8:00-18:00。
地址：pl.defilad 1(入口位于Emilii Plater街的Kongresowa厅和科
技博物馆之间)。

华沙中央火车站信息点
开放时间：周一-周日8:00-20:00。
地址：al.jerozolinmskie 54(售票大厅)。
                

http://www.lazienki-krolewskie.pl
http://www.lazienki-krolewskie.pl
http://www.wilanow-palac.pl
http://www.wilanow-palac.pl
http://www.pkin.pl
http://www.pkin.pl
http://www.warsawtour.pl/
http://www.warsawtour.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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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城信息点 见地图B标识 
        开放时间：4月1日-10月31日9:00-20:00；11月2日-3月31
日9:00-18:00。
地址：Rynek Starego Miasta 19/21/21a

肖邦机场信息点
开放时间：4月7日-8月31日8:00-20:00；9月1日-4月1日
9:00-18:00。

地址：ul.Żwirki I wigury 1(航站楼A，2号出口)

西客站信息点 
5月7日-7月31日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8:00，周日至
14:00。
地址：al.Jerozolinmskie 144(售票大厅)

Kordegarda信息点开放时间较短，且时间不固定，建议上网站查
询或者去其他信息点。

★ 网络 
在华沙，大部分网吧集中在市中央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里，店面不
大，通常是打印室和网吧一起经营，玻璃上都会有放大的@标志；
中心地铁站的夹层区也有一家网吧，费用15分钟5兹罗提，时间越
久越便宜。

★ 邮局 

中央地铁站邮局 Poczta Polska 见地图B标识 
华沙最方便的邮局位于中央地铁站Centrum。中央地铁站的入口有

3个，面向入口左边通往Kabaty方向，右边通往Młociny方向，而

中间的入口通往夹层，邮局就位于夹层左边。邮局的工作人员不会
英语，购买邮票或明信片可能要寻找周围年轻波兰人的帮助。
营业时间：周一-周五8:00-20:00。周末不开门。

Arkadia商场邮局
华沙北部有一个Arkadia商场，商场0楼有一家邮局。
营业时间：周一-周六8:00-20:00，周日10:00-16:00。

地址：Centrum Handlowe Arkadia，al. Jana Pawła II 82，
Warszawa
到达方式: 205、409、500、510、N12、N46、N62路公交车，

1、16、17、22、27、28、33、35路电车，Rondo Radosława 
站。或先乘坐地铁到Dworzec Gdan ́ski站，下车后向西步行8分钟

可到，不愿走路也可以再乘坐电车，一站即到。

★ 城际交通 
✈肖邦机场 Chopin Airport，WAW
华沙有两个机场：肖邦机场、莫德林机场。目前还没有直达车辆连
接两个机场。肖邦机场是波兰最大的飞机场，距离华沙市中心大约
10公里。在没有莫德林机场前，它负责了几乎所有国航及廉航的起
降。机场内部提供各种购物服务，大部分店铺6:00-22:00营业。在
机场离港区设有两个儿童游乐场，可供孩子游玩和观赏动画片。
www.lotnisko-chopina.pl

火车：2012年6月起从肖邦机场可乘坐城际小火车SKM前往市中心
和Praga区等地方。其中S3C是开往市中心方向的，其他线路如S2

和S3S是去往其他地方。查询具体车站和时刻表戳这里。到达市中
心约25分钟，夏季车内提供空调，车票等同公交票。但是班次不
多，不赶时间的话推荐乘坐小火车。

巴士：从机场抵达层出机场直走过两个车道就可到达汽车站。候车
亭旁有自动售票机，提供英波德三国语言，可选择分钟票、次票、
天票等。车站有148、175、188路和夜班N32路公车。148路运
营时间为4:35-22:35，行驶路线为肖邦机场-Ursynow-Praga。
175路运营时间为4:58-22:27，行驶路线为肖邦机场-华沙市中心，
大约半小时可以直达华沙市中心DW. Centralny。118路运营时间
为4:43-23:13，行驶路线为肖邦机场-地铁站Politechnika-
Praga。N32路运营时间为23:09-4:39，运营路线为肖邦机场-市中
心火车站。一次性票售价3.6兹罗提，学生票1.3兹罗提。

TAXI：走出机场靠近门口的车道即停着一排等候乘客的出租车。按
顺序搭乘，乘客必须乘坐排在第一的车子。推荐搭乘Ele Sky 
Taxi、Sawa Taxi或者Super Taxi公司的车，价格约为2.6兹罗提每
公里。从机场到达市中心费用为40兹罗提左右。

★ Tips：小心黑车 
在还未走出机场大厅或者排队候车的时候有司机跟你来搭讪，均为
黑车。为了防止被骗建议乘坐正规出租车或搭乘巴士。

✈莫德林机场 Modlin Airport，WMI
莫德林机场由华沙北部的军用机场改建，在2012年7月投入使用， 
瑞安(Wizzair)和Ryanair等廉航都会从肖邦机场转停这里，以压低
票价招揽更多的顾客。机场距离华沙市中心约40分钟车程。

目前从机场到华沙市中心只有汽车+火车的交通方式。出机场后有机
场联运公交直接开往Modlin火车站，随着大部队人流走就可以，不
会走丢。在莫德琳火车站买票到Warszawa Centralna中央火车
站，行程约50分钟。如需转至肖邦机场，再从火车站乘坐175公交
车或乘坐火车即可到达。联运公交票价4兹罗提，火车票价12.5兹罗
提。莫德琳火车站最早一班开往华沙的火车是3:30，最晚一班是凌
晨0:15。华沙中央火车站开往莫德琳方向的火车最早一班是2:30，
最晚一班是22:10。

火车站 见地图B标识 
华沙市内有3个长途火车站：中央站Dworzec Centralny、东站
Dworzec Wschodni、北站Dworzec Zachodni。除非确切知道自
己从哪个车站可以去往目的地，不然的话就选择中央站吧。
rozklad-pkp.pl

华沙中央火车站 Dworzec Centralny
所有的长途火车都会在华沙中央站停靠，从这里可以很方便地到达华
沙各个地方和波兰其他城市。国际路线如果提前预定，学生可以获得
30%-60%不等的折扣。波兰境内的火车中最为常见的是TLK，它的
价格便宜而且速度不是很慢。IR列车是波兰最便宜的火车，但是非常
不舒适而且速度很慢，并且只有少数路线。IC、ICE、EC等列车较为
舒适，价格稍贵，长途列车上会免费提供一次饮品和小吃。

★ Tips：预订座位 
像ICE等较高档列车无须订座，但是其他廉价火车，如果你没有预订
座位，除非你争取第一个登车，不然在旺季的时候你可能根本抢不
到位子。预订价格约为3兹罗提，但只能网上预定。

http://www.lotnisko-chopina.pl
http://www.lotnisko-chopina.pl
http://www.ztm.waw.pl/rozklad_nowy.php?c=182&l=1
http://www.ztm.waw.pl/rozklad_nowy.php?c=182&l=1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livepage.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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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途汽车站 PKS Dworzec Autobusowy
         波兰城际间往来的长途车班次很多，欧洲有名的Eurolines和
Ecolines，以及Simple Express都在华沙站停靠，还有波兰境内的
廉价长途车公司Polskibus。所有廉价大巴都是早订早便宜，打算在
波兰境内旅行的穷游er如果想节约预算，可以考虑长途大巴。但是
由于波兰火车票价并不昂贵，所以考虑到舒适度，还是火车较好。

华沙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B标识 
PKS Dworzec Autobusowy Zachodn Warszawa
地址：Aleje Jerozolimskie 144, 02-305 WARSZAWA
到达方式：从市中心乘坐127、517路公交车到DW.ZACHODNI站
下车。或乘154、172、523、130、158、184路公车也可到达。

★ 市内交通 
华沙市内的公共交通系统很发达，约200条巴士线路、30条电车线
路以及一条从北到南贯穿城西的地铁线。早上7、8点的时段和下午
4-6点是上下班高峰期，华沙的主要干道会很拥堵，虽比不上帝都但
也让人心烦意乱。建议高峰期时能坐地铁就不要坐电车，能坐电车
就不坐大巴，如果距离不远，干脆直接走好了。

公共交通通票 
华沙的车票是统一的，时效以内的票可以用来乘坐
公交、地铁、电车。每个地铁站的入口都有售票
机，个别人流较多的汽车站台和电车站台也有。你
也可以上车和司机买票，但是票的种类没有机器的
选择多，而且价格稍贵，有时候司机还不一定有
票。偶尔有新款的公交车上有售票机，但是只有很
少几辆。没有售票机的情况下你需要到小店或者零
售亭任何有车票logo的店或者写着BILETY的店去
买。上图为旧的Logo，个别小店还在用；下图为新
的车票logo。

票价
20分钟票：成人2.6兹罗提，学生1.3兹罗提。
40分钟或一次性票：成人3.6兹罗提，学生1.8兹罗提。
24小时票：成人12兹罗提，学生6兹罗提。
3日票：成人24兹罗提，学生12兹罗提。
月卡：较长时间停留(如一个月以上)可以购买月卡。携带照片和有效
证件，位于中心地铁站半层处的办公室申请。成人100兹罗提，学
生50兹罗提。

★ Tips：购票须知 
以上票价均为华沙市区1区内的价格，远郊需要另买2区车票。打票
时绿灯亮起才是正确已读，红色灯表示票已作废。学生票仅限26岁
以下欧洲学生或者持有国际学生证的人。(波兰并没有明文规定ISIC
卡到底能不能替代波兰本地学生证，但是作者本人曾经用国际学生
证购买过学生票，并且再查票时出示证件被视为有效，所以即时你
是欧洲学生，尽可能也保证同时持有国际学生卡。)

地铁
目前波兰只有华沙有一条地铁线，建于1995年，
是欧洲最新的地铁系统之一，所以比法国、意大利
的百年老地铁要干净很多。通常运营时间是5:00-
次日3:00左右。这条地铁的各目的地均是商业区
或住宅区，但个别较靠近景点的站，如Ratusz 

Arsenał站，可步行去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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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每站间的运行时间约为2分钟，高峰期会久一点，如过买的是分
钟票，记得大概算一下时间。查票员一般会在出口处随机抽查，如
果查到过期票会罚款80-200兹罗提。

华沙的第二条地铁线还在建设中，预计2013可以建成，届时将会连
接到河东的Praga地区。

★ Tips：地铁须知
大部分车站都是两个方向地铁共用一个站台，但是市中心为了分流
是两个站台，所以在进入地下站台时，记得看清入口，到底是前往
Mlociny方向还是Kabaty方向。地铁站没有人工售票处，也没有咨
询处。

公交
巴士的运行时间通常为5 : 0 0 - 2 3 : 0 0，具体时刻表可查询
www.ztm.waw.pl。高峰期时巴士普遍会迟到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
郊区的巴士甚至可能晚点一个小时。华沙也有线路繁多的夜班车，
通常首发站在市中心火车站后面，夜班车一般每半小时一辆。

巴士编号由三位数组成，后两位只是序号，只有第一位有意义。白
天班车1xx为普通公交，5xx为快速公交，7xx为郊区公交(可能需另
买车票)。3、4开头的巴士只在一段时间内运营，通常是工作日。N
开头的全部是夜班车。

乘坐公交车时，如果到站下车，需提前按停车按钮(红色STOP)，老
款巴士的按钮在门的正上方是一个绿色的开关。在冬天，如果没人按
停车，而巴士站看起来也没有人在等自己这班车的话，很多司机就不
会停车。所以看到自己等的车来的时候，要挥手引起司机注意。

华沙的公交车票分为Zone1和Zone1+2，如果在华沙只是旅游，
Zone1的票已经足够用，任何电车终点站可达范围都属于Zone1
区。如果车上的公交站牌分两种颜色，并且有一站被圈起来，意味
着从这站开始进入Zone2区，这时候要持有Zone2区的票才可以。

华沙地铁图

http://www.ztm.waw.pl
http://www.ztm.waw.pl


P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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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车
通常情况下电车比公交快很多，对于游客，乘坐电车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你可以大概知道前行的方向，基本都是直行，如果坐错方向，甚 
至可以沿着铁轨走回来。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交通拥堵的情况下，比
如过马路的汽车堵在了电车轨道上，很可能你距离目的地只有几步之
遥，但却要等待十分钟或者更长时间。目前主干道的电车站均有电子
站牌，编号40以上的电车只在繁忙时段运作，T开头的只在夏季运
作。大部分电车的运营时间是6:00-23:00，无夜班电车。

★ Tips：电车特殊情况应对
有时候并非高峰期你却等不到电车，很大的可能是你这条线路的前
几站有电车抛锚。你可以耐心等待，但是最好的办法是到有其他路
线通过的电车站等待，因为直线轨道会把后面所有的电车堵住。或
者在附近寻找汽车站。

TAXI
华沙市区内的出租车起步价基本在6-8兹罗提之间，夜间车价格稍
贵。每公里价格比机场的便宜0.2-0.3兹罗提，在2.1兹罗提左右。
波兰没有挥手停车的习惯，乘坐出租车必须到出租车停靠点例如火
车站门口，排队候车只能坐排到第一辆车。最方便的是电话订车，
接线员会英语，但是你需要找一个会波兰语的人帮你念出地址，如
果自己尝试着念可能会弄错地点而耽误行程。

★ Tips：投诉出租车 
乘车途中如果感觉是坐了黑车，或者发现司机故意绕远，可以用手
机拨打+48-22-986给城卫队投诉。

★ 活动
华沙夜店
波兰人的夜生活主要集中在酒吧或者夜店。学生俱乐部在华沙很受
欢迎，价格适中。

Klub Hybrydy 见地图B标识 
位于市中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去太晚的话，需要排队，甚至
会禁止进入。

地址：ul. Złota 7，Warsaw。

www.hybrydy.com.pl

麦当娜演唱会
麦当娜8月1日将在华沙国家体育场(即欧锦赛举办场地之一)举行演
唱会。8月来波兰的旅游并且对演唱会感兴趣的游客，戳这里购票：
www.eventim.pl/livenation/en/tickets/madonna-warszawa-
stadion-narodowy-113141/event.html?

★ 餐饮 

波兰的老城广场有很多咖啡馆和餐厅，这里的景色最好，价格也不

便宜。波兰有一种传统美食“Żurek”，是一种经过发酵的汤，里面

混有奶油和香肠丁，通常还配有几片黑面包和煮鸡蛋，以及一根烤
香肠。价格在25兹罗提左右。波兰的传统食物中也有饺子，他们称
之为“Pierogi”。如同沙县小吃一样存在的越南店也是一种不错的
尝试，套餐的价格通常在13兹罗提左右。而遍地都是的土耳其烤
肉“Kebab”就像国内路边的小吃店一样无处不在，又饿又累的时
候买上一个Kebab坐在路边吃会感觉很幸福。

当地特色

Podwale 25 Kompania Piwna 见地图B标识 
波兰人中口碑很好的捷克餐厅，一定不能错过。这家餐厅位于老城
区，招牌菜是蜂蜜核桃酱排骨，值得尝试。一份只要29.99兹罗提，
却有一大块猪排+咖喱饭+蔬菜沙拉+烤土豆，饭后店员还会贴心的
送上一小杯樱桃酒。这家餐厅在用餐时间可能需要排队，所以尽量
避开高峰期。
地址: Podwale 25，Warszawa(老城店)
www.podwale25.pl

Zapiecek 见地图B标识 
波兰传统风味连锁店，是吃波兰美食的最佳选择，可以尝到传统

汤“Żurek”。价格便宜，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它的身影。各家的菜

单基本一致，用餐前可以先在网上看好感兴趣的菜品。
www.zapiecek.eu

Bierhalle Browar & Restauracja 见地图B标识 
一家德国餐厅，位于华沙的Arkadia商场一楼外围。这里主推德国黑
啤，店内即有酿酒机。这家店的猪肘很好吃，按克结算，基本每份
在40兹罗提左右。在这里吃饭，一杯200ml白水的价格是10兹罗
提，一杯400毫升的啤酒是8兹罗提。来了这里，如果你不喝酒真是
太可惜了。
地址：CH Arkadia，Al.Jana Pawla II 82，Warszawa

中餐
华都 China Town 见地图B标识 
如果在华沙，你可以选择华都。它有三家店面，其中一家位于市中
心，店面很小，菜色不多，如果不是真的很想吃中餐不是很建议
去。每盘菜的价格在20-30兹罗提左右。
地址：al. Jerozolimskie 87，Warszawa
www.chinatown.pl

Wook福(华沙店)
地址：ul. Aleje Jerozolimskie 65/79，00-697 Warszawa
www.wook.pl

★ 住宿

在华沙市内，维斯瓦河西部是经济贸易的主要集中区，而且南部是
主要住宅区，治安很好。河的东部地区尤其是Praga区不太安全。如
果选择住宿，市中心范围内的酒店和青年旅舍都是很好的选择，或
者临近地铁站的地方。具体价位根据地段和淡旺季的不同而变化，
欧锦赛期间，房价普遍上涨。

弗罗茨瓦夫 
★ 城市速写
弗罗茨瓦夫是波兰西南部城市中最大的，这
里有很多迷人的建筑，河流以及桥梁。虽然
在二战时期遭到了破坏，一切都是修复重
建，但现在已经是波兰重要的旅游城市之
一。弗罗茨瓦夫的市中心可以徒步旅行，但
是走访周边景点还是需要乘坐公交设施。在
此你可以感受波兰人恬淡的生活方式，缓慢的
生活节奏，以及轻松的生活气氛。

作者推荐

http://www.hybrydy.com.pl
http://www.hybrydy.com.pl
http://www.eventim.pl/livenation/en/tickets/madonna-warszawa-stadion-narodowy-113141/event.html
http://www.eventim.pl/livenation/en/tickets/madonna-warszawa-stadion-narodowy-113141/event.html
http://www.eventim.pl/livenation/en/tickets/madonna-warszawa-stadion-narodowy-113141/event.html
http://www.eventim.pl/livenation/en/tickets/madonna-warszawa-stadion-narodowy-113141/event.html
http://www.podwale25.pl
http://www.podwale25.pl
http://www.zapiecek.eu/
http://www.zapiecek.eu/
http://www.chinatown.pl
http://www.chinatown.pl
http://www.wook.pl
http://www.wook.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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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Kazimierza Wielkiego 35，Wrocław
到达方式：乘坐4、10、23、33+、73路电车或245、247路公交

车，到Świdnicka站下车，向北步行8分钟可到。

开放时间：市政厅10:00-17:00，周一、二不开放。
门票：平时7兹罗提，周日20兹罗提。
www.muzeum.miejskie.wroclaw.pl

★ Tips：寻找小矮人
弗罗茨瓦夫还有一个隐藏的亮点是15个小矮人铜像，它们隐藏在路
边各个地方，它从2001年开始出现，并且在不断增加，主要集中在
老城区。

★ 游客中心 见地图C标识 
弗罗茨瓦夫旅游中心
这里可提供多种语言的咨询，可以帮助游客查询附近的游览路线，
并且提供免费的地图和一些住宿建议。也可以在这里参加旅行团，3
小时的行程大约300兹罗提。

地址：ul.Rynek 14，50-001 Wrocław
电话：+48-71-34431111
开放时间：9:00-19:00
www.wroclaw-life.com

★ 城际交通

✈哥白尼弗罗茨瓦夫机场 Copernicus Airport Wrocław，WRO
机场位于弗罗茨瓦夫市西南方向13公里处，是一个国际机场。整个
城市只有一个机场，所以国际航空和廉航都在此机场起降，即使乘
坐廉航也可以快速到达市中心。航站楼有多个免税购物商店。
airport.wroclaw.pl

巴士：406路每天5:00-23:00在机场至市中心间往返，每隔20分钟
一班。夜间有249路公交车，但是夜班车路线较长，大约1小时才能
到达市中心。机场至市中心的单程车票成人2.4兹罗提，学生1.2兹
罗提。巴士时刻表可查询：
www.wroclaw.pl/rozklady_jazdy.dhtml

TAXI：弗洛茨瓦夫的出租车价格比华沙便宜一些。到达市中心大概
在35兹罗提左右。同样要小心黑车司机。

火车站 见地图C标识 
弗洛茨瓦夫是波兰铁路网路中的重要枢纽。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
火车停靠于此。开往华沙的快速火车大约5小时可到，而TLK需要7
小时。还有很多通往波兹南、克拉科夫等地的列车。具体票价需要
到火车站咨询。
rozklad-pkp.pl

华沙-弗罗茨瓦夫
基本上每天都有10班左右的火车，大部分是TLK(快速)列车，车程
在7个小时左右。夜班车可选择卧铺或者通宵硬座，但是如果乘坐硬
座，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头等包厢。票价根据车况而不
同，基本在100-200兹罗提之间。学生票有30%-50%的折扣。

弗洛茨瓦夫火车站 Wrocław Główny
地址：Marszałka Józefa Piłsudskiego 105, 50-001 Wrocław

★ 景点

座堂岛 Ostrow Tumski 见地图C标识 
座堂岛是弗罗茨瓦夫最古老的街区，又名大教堂岛，主教座堂就建
于此地。游览此地最好的方法是穿过Tumski桥，来参观整个大教堂
岛。在这里还能看到不远处修建于14世纪的圣十字大学。弗罗茨瓦
夫主教座堂历尽数次火灾，但仍拥有着令人惊叹的建筑以及波兰最
大的教堂管风琴。攀登至教堂顶还可以观赏河流美景。夜晚的座堂
岛非常漂亮，身处弗罗茨瓦夫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地址：Plac Katedralny 18，50-001 Wrocław
到达方式：乘2、10路电车或246、253、255路公交车到Katedra
站下车，步行约10分钟可到。
开放时间：主教座堂10:00-18:00，周日不开放。
门票：教堂门票4兹罗提，登顶票5兹罗提。

中央广场 Rynek 见地图C标识 
中央广场是弗罗茨瓦夫的中心所在地，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之

一，有很多独特的建筑林立于此。其中市政厅(Wrocław Town Hall 
见地图C标识 )值得一看，它位于广场南侧，是二战时期少数存留
下来的建筑之一，内部采用哥特式风格装饰。如今它已经失去了政
治功能成为博物馆，允许游入内参观。

http://www.muzeum.miejskie.wroclaw.pl/
http://www.muzeum.miejskie.wroclaw.pl/
http://www.wroclaw-life.com
http://www.wroclaw-life.com
http://airport.wroclaw.pl/
http://airport.wroclaw.pl/
http://www.wroclaw.pl/rozklady_jazdy.dhtml
http://www.wroclaw.pl/rozklady_jazdy.dhtml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livepage.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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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
★ 城市速写
格但斯克位于波兰的最北端，地处波罗的海
畔，与索波特和格丁尼亚并称三联城。身为沿
海城市，依然没有逃脱二战的摧毁，但是已经
被精心修复或者重建。除了古城区的老式建
筑，夏日的海边更值得花时间来享受，这里是
波兰的度假胜地。

★  Tips：区域治安
不要在Dolne Miasto和Orunia老区闲逛，这些地方治安很差，游客
走在那里很不安全，尤其是带着昂贵相机或者行李的人。

★ 景点 

长广场 Długi Targ 见地图D标识 

格但斯克几乎所有的古老建筑都集中在主城区，长广场位于长街的
末端，是格但斯克的主要广场和旅游区。非常出名的长街其实并不

长，它是一段从金门(Zlota Brama 见地图D标识 )到绿门
(Zielona Brama 见地图D标识 )的小路，但是由于过去是波兰国
王的巡视路线，所以又被称为皇家之路。这里的景点包括监狱塔、
金屋、市政厅等。

         到达方式：电车2、8、9、11、15、31+、32+以及公交  

         110、122、125、240都可到达Dworzec GŁ.PKP站。

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C标识 
弗罗茨瓦夫汽车站是国际和国内巴士总站，也是Eurolines的停靠
站。主要的运营公司还有PolskiBus，有弗罗茨瓦夫到布拉格、罗
兹、华沙等地的廉价车票，需要上网预定(www.polskibus.com)，
因为是新公司，它们的公交车都是全新的，甚至可以抢拍到1兹罗提
的车票。

弗罗茨瓦夫长途汽车站

PKS Wrocław Główny - Dworzec Autobusowy
地址：ul. Sucha 1/11 50-086 Wrocław
到达方式：紧邻弗罗茨瓦夫中央火车站，就在火车站大厅的后方。
从火车站步行即可。

★ 市内交通
弗罗茨瓦夫市内有60条公交路线和25条电车路线，整个城市从去年
开始大面积道路整修。具体交通情况以当地信息为准。

公共交通通票
很多地方都有车票出售，如小店、零售亭、邮局。在市中心设有许
多自动售票机，根据机器提供的票务种类自助选择需要车票。自动
售票机可以接受Visa卡和Master卡，Maestro不接受。乘车时必须
确定票已经打过，否则被查出会面临罚款，甚至被带去警察局。如
果购买学生票，必须确保自己持有国际学生证并且在26岁以下。

次票分为早班车和夜班车。早班车成人3兹罗提，学生1.5兹罗提；
夜班车成人3.2兹罗提，学生1.6兹罗提。必须确保自己在正确的时
间使用正确的车票。

时间票：30分钟成人3兹罗提，学生1.5兹罗提；60分钟成人4.4兹
罗提，学生2.2兹罗提；24小时成人11兹罗提，学生5.5兹罗提。更
多选择请在售票机查询。

★ Tips：行李太大要买票
如果你的行李太大，你有可能需要购买1.5兹罗提的行李票。

电车
同华沙相似，在弗罗茨瓦夫乘坐电车也需要注意堵车问题。常规电
车编号是从0-24号，而70-79号电车是临时的。主干道的运营时间
基本为6:00-23:00，偏远地区的电车收车时间会较早。

TAXI
乘坐出租车的规矩和价格与华沙相似，但价格会更便宜些。

★ 活动
弗罗茨瓦夫越野拉力赛 6月30日-7月7日
当地举办的异常盛大的越野拉力赛，如果对赛车感兴趣，可以戳官
网查询。
www.rallye-breslau.com

夜店

Pracoffnia 见地图C标识 
是一家很与众不同的夜店，位于古老的中世纪监狱，有地上地下两
个部分和一个小院子，夏天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这里以各式各
样的爵士乐为主，室内设计非常独特。但是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外国
游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找的地方。

地址：ul.więzienna 6

★ 餐饮
弗罗茨瓦夫当地并没有很特别的菜式，但是波兰风味的菜品就已经
足够让你尝试了。在老城区有很多餐厅，市区内的主要街道两旁也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饭馆。波兰香肠“Kielbasa”很出名，是用各种
调料烟熏和腌制而成。白肠通常更便宜和油腻，在传统
汤“Zurek”里经常可以吃到。很多波兰人的晚饭可能就是一根烤肠
配一份土豆块。

Świdnicka cellar 见地图C标识 
传言说弗罗茨瓦夫的“Świdnicka cellar”是欧洲最古老的餐厅，有

人说如果没有去过这家餐厅就等于没有来过弗罗茨瓦夫。这家店的
菜单没有英文，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去它的网站用Google翻译下菜
单，记下感兴趣的菜品，到了餐厅再尝试咨询服务员。人均消费在
80兹罗提左右。

地址：Rynek Ratusz 1，50-107 Wrocław
strona.piwnicaswidnicka.com

★ Tips：住宿
波兰的城市通常住宅区和旅游区分得很清楚。在弗罗茨瓦夫选择住
宿，如果喜欢夜生活，市中心肯定是不二的选择，这里有各式各样
的酒吧，并且交通便利。尽量避免住在远郊，虽然价格便宜，但是
缓慢的交通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可能不太安全。

http://www.rallye-breslau.com
http://www.polskibus.com
http://www.polskibus.com
http://www.rallye-breslau.com
http://www.rallye-breslau.com
http://strona.piwnicaswidnicka.com/
http://strona.piwnicaswidnic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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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利亚教堂 Bazylika Mariacka 见地图D标识 
圣玛利亚教堂是格但斯克最大的教堂，位于长广场，兴建于15世
纪，是世界上最大的砖砌教堂之一。

地址：Długi Targ 80-001，Gdańsk

到达方式：2、3、6、7、8、9、11路电车到Brama Wyżnna站下

车向东走5分钟即到；3、8、9路电车，112、166、178路公交车

到Żabi Kruk站下车向北步行5分钟可到。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11:30-18:00，周日14:00-18:00。5月1日-8
月31日每周二、四、六9:00-11:30和12:00-17:30可以登上圣玛丽
塔参观。
票价：教堂门票成人6兹罗提，老人4兹罗提，儿童以及学生3兹罗
提；圣玛丽塔门票成人5兹罗提，12岁以下儿童3兹罗提。
www.mariacki.com

索波特 Sopot 
三联城之一的索波特向来是游览格但斯克后要来参观的地方。这里
本身就是一个度假胜地，更适合的是度假而非暴走。索波特有着欧
洲最长的码头木栈桥(Molo)，长515米。索波特市内最为著名的应
属“扭曲房子(Krzywy Domek)”，这座房子造型夸张，排名世界
奇怪房屋前几名。

地址：Jana Jerzego Haffnera 6，Sopot
到达方式：从格但斯克中心火车站乘坐SKM城郊火车到Sopot站约
20分钟，下车后向东北方向步行10分钟可到达。

★ Tips：三联城旅游卡
在格但斯克及周边旅行，购买“三联城旅游卡”是不错的选择。售
价220兹罗提，包括住宿、演出、展览、琥珀首饰购买等优惠。在
以下网站可以购买旅游卡。
www.gdansk4u.pl/en/touristcard/about

★  游客中心 见地图D标识 
格但斯克旅游信息中心
Gdańskie Centrum Informacja Turystyczna

地址：ul.Długi Targ 28/29，80-830 Gdańsk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9:00-17:00，周日9:00-16:00。
电话：+48(58) 3014355，6835485
网址：www.gdansk4u.pl

★  城际交通

✈格但斯克瓦文萨机场 Gdańsk Lech Wałęsa Airport，GDN
机场距离格但斯克市区约12公里，距离索波特约10公里、格丁尼亚
约23公里。机场用前总统瓦文萨的名字命名，是国际机场。为了欧锦
赛，2012年4月又开放了一个新的航站楼。同时，在华沙出现天气恶
劣等紧急情况时，此机场也作为华沙肖邦机场的后备机场使用。
www.airport.gdansk.pl

巴士：从机场可乘210路公交车到格但斯克市区，约40分钟到达市中

心火车站Gdańsk Główny，可以上车购票或者在机场里的小店买票，

每张定价3.4兹罗提，实际上有时付3兹罗提就能买到。210路在公车
候车亭乘坐，需要注意这路公交车开往两个不同的方向，如果不能确
定该往哪个方向乘坐才能到市区的话，一定要找周围的乘客或者机场
工作人员问清楚。司机通常不懂英语，把目的地的站名写在纸上会方
便与司机沟通。也可乘坐110路公交车到Gdańsk-Wrzeszcz火车站(并

非中央火车站) ，夜班车可乘坐N3到达Gdańsk Główny站。

机场专线：格但斯克机场提供机场-市中心的专线，票价9.9兹罗提，
上车买票。大约半小时可到市中心，到站地点距离市中心火车站步行
大约5分钟。

TAXI：正规出租车候车点停靠在机场入境大厅门口，注意避免乘坐黑
车。从机场到市中心的大概费用为50-60兹罗提，晚上和周末的价格
会贵一些，但如果超过70兹罗提就不太合理了。MPA出租车公司
(mpapoland.pl/en)提供环绕三联城的运送服务，接送费100兹罗
提，最多容纳8人。

火车站 见地图D标识 

格但斯克中央火车站Główny本身就是一座漂亮的建筑。这里运行的

列车中，PKP为长途列车，途径波兰境内和欧洲；SKM运作于三联城
之间，属于城郊小火车。购买车票是需要注意，有些票上写有日期时
间则不需要打票；但是如果票面上没有日期，在上车前必须打票(通常
地下通道中有打票机可以自助打票)，如果没有打票，会被当作无票进
行处罚。

作者推荐

http://www.mariacki.com/
http://www.mariacki.com/
http://www.gdansk4u.pl/en/touristcard/about
http://www.gdansk4u.pl/en/touristcard/about
http://www.gdansk4u.pl
http://www.gdansk4u.pl
http://www.airport.gdansk.pl
http://www.airport.gdansk.pl
http://mpapoland.pl/en/
http://mpapoland.p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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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英语不普及，在火车站通常无法找到任何英语信息。白  
        天时可以到车站咨询处寻求帮助，但是晚上的售票员多是中老
年人，需要自己去尝试沟通。火车站周围不是很安全，尤其在夜晚要
小心扒手或者恐吓犯。

华沙-格但斯克
火车班次很频繁，白天通常是快速列车，车程在7小时左右。夜班车
为普通列车，车况较差，如果资金允许，在夜晚乘车时最好挑选头等
包厢。整趟行程会有两次左右的查票，如果购买的是学生票，必须保
证自己在26以下并且持有学生证和国际学生证。

中央火车站 Dworzec Główny
地址：Podwale Grodzkie 1，80-001 Gdańsk
到达方式：2、3、6、7、8、9、10路电车或106、111、120、

130公交车，Dworzec Główny站。

长途汽车站 见地图D标识 
格但斯克长途汽车站 PKS Gdańsk
地址：ul.3 Maja 12 80-802 Gdańsk
到达方式：紧邻格但斯克中央火车站，位于火车大厅后方。从火车站
步行即可。

船
格但斯克为沿海城市，有渡船交通往来。Polferries公司
(www.polferries.pl)经营的航线多来往于瑞典；
Stena(www.stenaline.se)运行于格丁尼亚、瑞典等地，价格较便
宜；Finnlines(www.finnlines.com)的航线主要为格丁尼亚和芬兰赫
尔辛基等地。

格但斯克码头 Molo w Sopot
地址：Molo w Sopocie，Plac Zdrojowy 2a，81-701 Sopot，
Pomorskie，Poland
到达方式：格但斯克的码头位于索波特。从格但斯克中央火车站乘
SKM城际小火车约20分钟到SOPOT站下车，向东步行20分钟左右可
到达码头。
www.molo.sopot.pl

★  市内交通
公交车通票
格但斯克的景点比较紧凑，几乎都可以步行前往，不过乘坐公车有时
更省力一些。公交车通票价格：40分钟票成人3兹罗提，学生1.5兹
罗提；24小时票成人9.1兹罗提，学生4.5兹罗提。持票可乘坐所有的
巴士、电车以及夜间车。前往索波特的SKM城际火车3.4兹罗提，开
往格丁尼亚的火车5兹罗提。

巴士及电车
身为旅游城市这里的巴士和电车有很多路线，可以让你到达任何你需
要去的地方，无须走太多路。善用网站trojmiasto.jakdojade.pl查询
路线，可以得到所要去的地方具体怎样走、票价多少等细致的信息。

TAXI
MPA公司的出租车比较常见，电话+48-515181161。还可以租赁
汽车来进行自驾游。

★  活动
Opene'er音乐节 2012年7月4日-7月7日
这是波兰最大的音乐节，从06年开始，每年都会在格但斯克附近的格

丁尼亚的Gdynia-Babie Doły机场举办。门票分为一天、两天和四天

的，为腕带式，不得损坏也不能私自转售。需要注意的是会场禁止携
带任何专业性质的摄像机数码相机，尖锐性物品例如直柄雨伞、刀具
等不能带入，并且禁止饮酒。为了方便参加活动的游客，从7月3日中
午到8日下午6点会有露营区开放。餐饮区24小时开放。一天票165
兹罗提；2天露营票330兹罗提，不含露营290兹罗提；4天露营票
410兹罗提，不含露营379兹罗提。

到达方式：从格丁尼亚中央火车站Gdynia Główna乘坐专线大巴到

Gdynia-Babie Doły Airport机场；也可乘坐209、109路公交车。

www.opener.pl

格但斯克波罗的海帆船赛 2012年7月5日-7月8日
当地一年一度的盛大赛事，旨在支持波罗的海的传统帆船事业。船队
将于7月5日抵达格但斯克码头，届时水手们会用精湛的技巧来向观众
展示海洋文化。并且所有的帆船都会对客人开放参观，另一个值得期
待的是格但斯克湾上巨大的巡航船。

到达方式：乘坐148路公交车到Zespół Szkół Morskich下车，向东

步行10分钟可到码头。
www.balticsail.pl

★  餐饮
在夏日的格但斯克，如果只吃一样东西的话，就是海边的烤鱼。可以
乘船去附近的海岛尝试各式各样的烤鱼，价格便宜，通常每条在25兹
罗提左右。此外，老城中心是餐饮场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各式各样
的餐厅，足以解决用餐问题。

Fishmarket 见地图D标识 
Fishmarket是一家提供各种海鲜和格但斯克特色美食的餐厅。这里的
龙虾汤配新鲜沙拉非常不错，但是份量很大，所以选择主菜的时候要
注意哦。格但斯克特色菜包括烟熏鳗鱼土豆汤、猪排培根和卷心菜蘑
菇配番茄酱等。人均消费在40兹罗提左右。
地址：Targ Rybny 6C 80-001 Gdańsk

★  购物
格但斯克的琥珀很出名，这里有著名的琥珀市场，琥珀制品比波兰其
他城市便宜，而且种类繁多。当地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琥珀商店，可以
先去旅游中心咨询哪家店的琥珀最值得购买，然后再去。注意，购买
时请到正规商家，而且因为琥珀的价格并不便宜，所以购买需谨慎。

★  住宿
整个波兰大环境的治安都还不错，格但斯克身为旅游城市更是如此。
在格但斯克选择住宿主要记得避开Dolne Miasto和Orunia老区，那
里并非景区，而且有较多的流浪汉和酒鬼，其他地方可以随意选择。
但是安全法则总归是通用的，例如避免走夜路和幽静小巷等，无论治
安多好都需要慎防。

http://www.polferries.pl
http://www.polferries.pl
http://www.stenaline.se
http://www.stenaline.se
http://www.finnlines.com/
http://www.finnlines.com/
http://www.molo.sopot.pl
http://www.molo.sopot.pl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www.opener.pl
http://www.opener.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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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兹南
★ 城市速写
波兹南位于波兰中西部，地处瓦尔塔河沿
岸，是波兰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大
波兰省的行政首府。整个城市分为5个大
区，景点主要分布在老城(Stare Mizsto)区
中心和其他地方。大多数景点位于波兹南皇
家路线周围，游客可以通过徒步观光了解当
地的历史和文化。

★ 景点 
老城区广场 Stare Rynek
每个欧洲城市的老城区都是一道风景线，波兹南也不例外，甚至还
是欧洲最好的老城区之一。中世纪时期波兹南曾一度作为欧洲的中
心，而二战时期也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但目前已经修复。现在这
里不仅有大大小小的教堂，也有各式各样的咖啡馆和酒吧。不妨要
上一扎冰啤，和朋友在这里享受夏日午后的片刻宁静。较为独特的
是国王城堡(King's Castle)，于1290年由国王普热梅西二世建造，
但是现在所看到的是18世纪后期重建的部分，从城墙上可以将整个
老城区尽收眼底。

地址：Stary Rynek 1，Poznań
公交路线：乘坐2、11、13、16路电车或231路公交车到

Wrocławska站下车，向北步行10分钟左右可到达老城区广场。

大教堂岛 Ostrów Tumski
这是一个安静的地区，是很多主教神父和信徒聚集的地方。较为著
名的教堂有圣彼得和保罗大教堂、圣母教堂、大主教堂等。它们相
距不远，可以步行游览。

地址：Ostrów Tumski 17，Poznań
公交路线：乘坐4、8、17、67、83路电车或100、233、237路
公交车到Katedra站下车，北行5分钟便是圣彼得和保罗大教堂。

★ 游客中心
波兹南城市信息中心 City Information Center
地址：ul.Ratajczaka 44，61-728 Poznanń
电话：+48(61) 8519645，19431
开放时间：周一-周五10:00-19:00，周六10:00-17:00
www.cim.poznan.pl

★ 城际交通

✈波兹南机场 Poznań-Ławica Airport，POZ
波兹南机场是波兰最早的机场之一，1913年作为军用机场成立，
2009年开始改作民用。它位于波兹南市中心往西约6公里处。与其
他机场相比规模较小，并没有太多的商店供游客购物。
www.airport-poznan.com.pl

巴士：机场附近的车站位于喜来登酒店和Kaponiera隧道之间，乘

坐59路公交车大约25-30分钟可以到达市中心Dworzec Główny
站，发车间隔约为25 分钟。L快速公交的车站也在此，大约每45分

钟一班车，20分钟可到市中心火车站。成人票3.4兹罗提，学生1.7
兹罗提。夜班车可乘坐242路。

TAXI：乘车注意事项与华沙相同，具体价位要看出租车公司，但都
比华沙便宜。

火车站
波兹南是连接华沙与莫斯科和西欧国家的重要枢纽。波兹南开往波
华沙的火车车程3小时左右，每天约有8班车，票价在80兹罗提左
右；慢车车程6小时左右，票价60兹罗提。每天有超过15班次的火
车开往弗罗茨瓦夫。

波兹南中央火车站 Dworzec Poznań Główny
地址：Poznań Główny, Dworcowa 1，Poznań

到达方式：51、68路电车及234、235、239、240、242、
243、L路公交车均可到达。

华沙-波兹南
火车班次频繁，非常方便。行车时间大约3小时。票价50-70兹罗提
不等，快速列车的头等舱票价可达到150兹罗提左右。如果对当地
不熟悉，尽量选择在中心火车站上下车。中心火车站人流大，外国
游客也较多，相对来说容易找到说英语的人。

长途汽车
波兹南是重要的长途车停靠点，Eurolines等长途车都会在此停靠。
开往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票价在350兹罗提左右。每天有200多个
班次的公交车穿梭于波兹南长途车站。

波兹南长途汽车站 PKS Poznań
地址：Towarowa 17/19, Poznań
到达方式：位于中央火车站后方，步行即可。乘坐电车6、10、
11、12路或71路公交车也可到达。

★ 市内交通
公交车通票
波兹南的公交车时一票通用制。15分钟票成人2兹罗提，学生1兹罗
提；30分钟票成人3.4兹罗提，学生1.7兹罗提。如果站少距离远，
可购买站数票：低于10站成人2.2兹罗提，学生1.1兹罗提；10站以
上成人3.7兹罗提，学生1.9。站数票仅限于一次使用。小时票和天
票等更多票种可以在售票机上查询，买的越久越划算。

公交电车
在波兹南的公交车情况类似于华沙，可以参考前文。不过波兹南城
市较小，你可以更好的去徒步旅行。另外，波兹南当地推出了一项
网络服务，可以方便地查询各个城市的公交路线以及票价，网址：
poznan.jakdojade.pl

★ 活动
波兹南马耳他国际戏剧节 2013年7月3日-7日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艺术节日，届时将会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和演员
参与，既有华丽的歌舞表演，也会重新上演一些景点剧目。
www.malta-festival.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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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兹南蒸汽火车之旅
        如果你和谢耳朵一样是火车迷，那么乘坐蒸汽火车观光将会是
很有意思的体验。最常见的路线是乘坐蒸汽火车去游览
Wielkopolska国家公园：早8:15在中央火车站乘坐列车，大约35
分钟到达Steszew站，下车后步行至路口左转，继续直走就可以进
入公园；回程时按照蓝色指示牌指引就可以找到火车站。
www.parowozy.com.pl/rozklad.htm

★ 餐饮
波兹南地处波兰的中部偏西，并不接壤其他国家，所以当地的餐饮
并没有吸收多种别国的口味。也许就因为它的保守，才能更好的保

留了波兰传统味道。在波兹南，你可以找到更正宗的白肠、Żurek、
Pierogi等等在别的国家吃不到的波兰特色菜。

Sól i Piepre
是波兹南一家不错的传统菜馆，店名直译是椒盐，也许就说明了他
们对调味的运用。人均价格45兹罗提左右。如果你喜欢挑战新鲜口
味，可以尝一下这里的蜂蜜芥末酱猪排。
地址：ul. Garncarska 2 Poznań
solipieprz.com.pl

★ 住宿
同其他城市一样，市区是最保守的选择，交通便利，并且有丰富的
夜生活。高档的酒店可以在市中心找到，同样也有不少青年旅舍。
同样需要避免住在远郊。如果没有提前预定酒店，在旺季可能会找
不到住宿的地方。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在中央火车站大厅的游客中
心寻求帮助，也许他们可以帮你找到一个50兹罗提左右的住处，但
是环境有待考量。

克拉科夫
★ 城市速写
克拉科夫即使不是欧锦赛的举行城市，但仍然是
值得多花些时间的地方。克拉科夫有18个区，景
点大部分集中在老城区。除了市中心的景点外，
乘坐火车到周围的小镇观光也是重要的行程，例
如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维利奇卡盐矿都在
城市的周边。

★ 景点 
瓦维尔城堡 Zamek Królewski na Wawelu
瓦维尔城堡位于克拉科夫市中心附近，是波兰最古老的宫殿，从10
世纪起就作为国王的宅邸，许多加冕仪式都曾在这里完成。2010年
因坠机而亡的波兰前总统夫妇的灵柩安放在城堡的地下教堂，是唯
一可以拍照的灵柩。

地址：Wawel 5，31-000 Kraków
到达方式：乘坐3、6、8、10、12、18、19路电车到Stradom站
下车，往西北方向步行约10分钟可到。
门票：瓦维尔城堡分为皇室、军械库、地下陵墓等多个部分，提供
单票和联票，具体票价请以实际售票厅为准。联票价格一般在20兹
罗提左右。

开放时间：4月1日-10月31日周一9:30-11:45，周二-周五
9:00-15:45，周六、日和节假日9:30-15:45(12:40-13:00休息)；
11月2日-3月31日只在周五、六、日开放。
www.wawel.krakow.pl

圣玛丽教堂 Bazylika Mariacka
圣玛丽教堂因其不对称的外观在旧城区饰演重要角色。它的建造历
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左右。教堂内部装饰为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
巴洛克式的完美结合，但是最珍贵的应该是十五世纪时雕刻家打造
的木质祭坛。

地址：Pl. Mariacki 5，Krakow
公交路线：乘坐2、4、7、10、12、13、14、22路电车到市中心

Dworzec Główny站下车，往西南方向步行10分钟可到老城广场。

票价：成人6兹罗提，学生3兹罗提，照相贴纸3兹罗提。
开放时间：周一-周六11:45-18:00，周日14:00-18:00。

★ Tips：照相记得付钱哟
波兰部分景点会出售照相贴纸，每张3-10兹罗提，根据景区不同而
价格不同。只有买了照相贴纸才可以在景区里照相。景区内部会有
人抽查，如果拍照者被发现没有购买贴纸会遭到罚款。

奥斯维辛集中营 Auschwitz
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克拉科夫西南方的奥斯维辛市，是二战时期德
国在波兰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之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著名的
纪念地和博物馆。当地有两个营地，一个较大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主
营和小一些的奥斯维辛-比克瑙第二阵营，两地相聚约3公里左右，
每小时都有免费班车往返两营之间。

地址：主营Więźniów Oświęcimia 20，32-603 Oświęcim；二营

Marii Skłodowskiej-Curie 5，Oświęcim。

到达方式：从克拉科夫乘坐火车约2小时到OŚWIĘCIM下车，往南,

走20分钟可到达。沿途有地图指引。
开放时间：全年开放；1月1日、12月25日和复活节不开放。3月和
11月8 :00 -16 :00，4月和10月8 :00 -17 :00，5月和9月
8:00-18:00，6月-8月8:00-19:00，12月-次年2月8:00-15:00。
特殊情况网站会给出通知。
门票：个人游览免票；波兰语导游团25兹罗提，其他语言团40兹罗
提，26岁以下的学生享有优惠票价。由于景区大部分时间只接待团
队，所以如果想免费参观不想跟团的话，需要在官网查询对个人游
客的具体开放时间。
www.auschwitz.org

维利奇卡盐矿 Wieliczka Salt Mine
维利奇卡盐矿位于距离克拉科夫17公里外的小镇上，是一个从13世
纪就被开采的盐矿，目前已改建为博物馆。盐矿深327米，长度超
过300公里。盐矿里有房间、礼拜堂甚至地下湖泊，这里已被列入
联合国世界遗产，面对数百年前遗迹，你会感叹人类伟大的创造
力。

地址：Jana Mikołaja Daniłowicza 10，32-020 Gmina 

Wieliczka
到达方式：从克拉科夫市中心乘坐904路公交车到Wiel iczka 
Cmentarz站下车，向南走15分钟可到，沿途都能看到硕大的牌子  

作者推荐

作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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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着“SALT MINE”。或者坐火车到Dworzec PKP  
          Wieliczka-Rynek站，向南走10分钟可到。推荐乘坐火车。
开放时间：4月1日-10月31日7:30-19:30，11月2日-次年3月31
日8 :00 -17 :00，复活节前一天7:00 -14 :00，12月31日
8:00-14:00。1月1日、复活节当天、11月1日、12月24日和25日
不开放。
票价：与波兰其他景区相比票价很贵。外语导游团成人68兹罗提，
学生54兹罗提。如果人数大于5人，可提前预约独立成团，自团外
语导游成人43兹罗提，学生29兹罗提。照相贴纸10兹罗提。
www.kopalnia.pl

★ Tips： 游览建议
盐矿的游览时间在4个小时左右，地下景区内提供餐饮服务，价格稍
贵，想穷游的同学可以自己带便当。需要注意的是，前往盐矿和奥
斯维辛集中营游览，各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

★ 游客中心
克拉科夫全市很多地方都有游客中心，有些是官方管理，有些是私
人开办。这里的工作人员英语普及率不是很高，也许在欧锦赛期间
会有所改变，但是也不一定。游客中心可以索取免费地图，但是免
费提供的地图通常是简易的，如果需要更详细的地图需要自费购
买。游客中心也提供网络服务，并且可以在这里咨询或参加一日游
等旅行团。

克拉科夫老城区信息中心

地址：Rynek Główny 1/3，Kraków.老城广场中的Sukiennice大

厅里面。
电话：+48-12-4337310
开放时间：10:00-18:00
邮件：simratusz@infokrakow.pl

★ 城际交通
克拉科夫机场 Krakow Airport，KRK
波兰第二大机场，位于克拉科夫市中心以西约12公里处。机场有两
个航站楼，并且有很多商铺可供游客购物。
www.krakowairport.pl

巴士：292、208路公交车每小时一班前往市中心，如果你是去往

中央火车站，记得在Dworzec Główny Wschód站下车，这个车站

旁边就是Krakowska商场，距离中央火车站大约100米左右。整个
车程大约40分钟。由于机场位于Zone2，所以在购买车票时需要确
保自己买的是Zone1+2的票。车票在自动售票机或报亭有售，票价
3.4兹罗提，学生半价。在晚上机场也有夜班车902可以开往市中
心，价格同样是3.4兹罗提。

机场快线：Przewozy Regionalne Sp.zoo公司经营着机场到市中
心的班车，车站位于T1航站楼门外200米处，5:00-23:00每半小时
一班，可以上车买票，票价12兹罗提，学生半价。全程大约20分
钟。

TAXI：Radio Taxi 19191是克拉科夫的
官方合作公司，出租车接受信用卡付款，
电话+48-1219191。出租车站位于T1和
T2航站楼之间，费用在70兹罗提左右。

★ Tips：提前候车
从火车站前往机场的班车可能会没有任何理由就突然取消，甚至不
会事先通知。所以尽量提前候车，如果班车久久不来还有充足的时
间坐公交车前往机场。

火车站
克拉科夫中央火车站就在老城区附近，有国际和国内的多条火车线
路。

克拉科夫中央火车站 Dworzec Główny
地址：Plac im. Jana Nowaka-Jeziorańskiego 3，31-000 
Kraków
到达方式：乘坐2、4、7、10、12、13、14路电车或152、

605、608路公交车到Dworzec Główny站下车。

华沙-克拉科夫
华沙通往克拉科夫的火车每天6:00-20:00每隔一小时发车一班。
EIC等城际快速火车2小时40分钟左右可到，是目前华沙通往克拉科
夫最快捷的方式，成人票价120兹罗提，学生享有30%-50%不等的
折扣。其他的火车速度较慢，价格也更便宜些，Express列车为
112兹罗提，TLK是55兹罗提，IR只需要47兹罗提。随着价格的降
低，舒适度也越差，而且时间越久。

★ Tips：火车注意事项 
越便宜的火车人越多，高峰期时可能你只能坐在狭窄的走廊里，这
时候你要小心小偷。搭乘夜间火车的乘客最好选择头等舱。

长途汽车
作为主要的旅游城市，欧洲境内的长途汽车像Eurolines等都会在此
停靠。如果想用最便宜的方法去华沙，可以选择PolskiBus。而从华
沙到克拉科夫可选LinkBus或者Iajkonik公司的长途车，它们都有不
同的折扣。但是论舒适度，还是推荐火车。

克拉科夫长途汽车站 Dworzec autobusowy 
地址：Bosacka 18, Kraków
到达方式：位于中央火车站后方，也可乘坐电车或公交车到Lubicz
站下车。

★ 市内交通
公交车通票
车票可以在自动售票机、报亭购买，自动售票机主要集中在市中
心。新式电车和公交车上装有售票系统，但是只接受硬币。使用单
次票时需要上车打孔，而时间票只需要在第一次使用时打孔便可。

单程/半小时票成人3.2兹罗提，15分钟票2兹罗提，1小时票4兹罗
提，90分钟票5.2兹罗提，24小时票12兹罗提，48小时票20兹罗
提，72小时票30兹罗提，7天票40兹罗提。持有ISIC和26岁以下的
欧洲学生可以购买50%折扣的学生票。如果要去郊区或者机场，不
要忘记买Zone1+2的全境票。

http://www.kopalnia.pl
http://www.kopalni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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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急救：999
匪警：997
火警：998
欧洲通用紧急电话：112

★ 中国使领馆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 见地图B标识 
地址：ul. Bonifraterska 1，00-203 Warszawa
办公时间：周一-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8:30-15:00；对外办公时间
为周一13:30-15:30以及周三、周四9:00-11:00。
电话：+48-22-8313836
pl.chineseembassy.org/chn

中国驻波兰格但斯克领事馆
地址：Al.Grunwaldzka 1，80-236 Gdańsk
办公时间：周一、三、五9:30-11:30(波兰及中国法定节假日除
外)。
电话：+48-58-3402624，+48-58-3402620 

★ 治安
由于波兰不是移民国家，所以人种单一，相对来讲治安是很好的。
但是依然要避免一个人走夜路，也不要走一些看起来很偏僻的小
巷。虽然不太会有小偷，但是在通往火车站和机场的途中你还是要
小心自己的随身物品。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尚未开发完全的旧城
区，那里房屋破旧，人也相对贫穷，尽量避免前往。如果午夜还在
酒吧活动的话，男生要小心那些主动上来搭讪的外国姑娘，假如她
们很快约你出去，很可能就是一场骗局，你大概会被带到偏僻的角
落洗劫一空。

★ 医疗应急
波兰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公立医院人多等待时间又长，基本都是
靠保险走私人医生治疗。每个城市的都有几家公立医院，但并不在
繁华街区。短途旅游时，如果需要看医生，一般需要自己寻找私人
医生，他们多会说英语。如果你有保险，除了牙科，一般的检查都
可以报销。而医生开出的药方你需要自己去附近的药房APTEKA购
买。由于在波兰看病不很方便，建议出门前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准
备一些常用药。

★ Tips：购买药品
除了药房APTEKA，生活用品店Rossmann和Super pharm也出售
常规药品，包括隐形眼镜都有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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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电车
          遍布整个城市的公交路线可以让你到任何地方，无须走太多
路。善用网站krakow.jakdojade.pl，它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应该如
何到达目的地。

TAXI
推荐Radio Taxi 19191公司的出租车服务。但是上下班高峰期经常
堵车，所以最好还是坐电车出行。

自行车
克拉科夫市中心以及老城去有一些地方提供自行车出租服务，价格
在40兹罗提左右，需要支付押金。由于波兰的自行车不像荷兰那么
普遍，所以没有太多的自行车道。而大部分景点位于老城，更适合
徒步感受这里的风采。整个城市提供租车系统，但是你需要拥有波
兰的PIN码并在网上注册。

★ 餐饮
克拉科夫的饮食主要是红肉、鸡蛋、奶酪、香肠，主食是土豆、面
包、各种面条、馅饼和饺子。餐馆主要集中在老城广场或者闹市。
老城广场不同的时间段会有小摊位摆出，其中有各种烧烤摊位和烤
奶酪。烧烤一般是肉串加洋葱土豆青椒，一串约10兹罗提。烤奶酪
的价格约2.5兹罗提一个，味道不错。克拉科夫的地下通道还会有一
些波兰老奶奶在卖羊奶酪，价格实惠，小的1兹罗提一个，回去用炭
火烤一下，外焦里嫩，非常好吃。

★ 住宿
随着游客的迅速增加，这里的住宿费也在迅速上涨。在老城和
Kazimierz可以找到很多适合背包客的旅馆，并且提供早餐、储物柜
和网络，多人间的床位价格在40兹罗提左右。市中心有一些国际酒
店，但是价格昂贵。尽量避免住在Nowa Huta区，那里大部分都是
临时工和收容所，并且距离市中心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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