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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位于欧洲西部，连接德国、法国、英国及荷兰，素以战略性的地理位置而拥有“欧洲之心”

的称号。布鲁塞尔是其首都和最大的城市，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国际组织总部均位于此。

作为欧盟六个创始国之一，比利时当仁不让地成为欧盟的首都，同时不言而喻地也成为欧洲的首都。

Sisi 这是一个精致的小国家，虽然在广阔的欧洲大陆来说，很不起眼，但是浓缩的就是精

华。我喜欢这里鬼灵精怪的性情与文化融合。我喜欢这里美食创意汇集，我喜欢这里城市充

满灵气。比利时，可以细品。特别推荐城市：布鲁日。呆上 2-3 个晚上最好，慢慢的细品，

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独自疯颠的感觉很好。

最佳旅游时间 比利时的天气总的来讲比较温

和，属于海洋性气候，所以无论春夏秋冬都适宜旅

行。但 5-8 月是游览比利时的最佳时节，这时不仅

温度适宜，而且昼长夜短，非常适宜参观游览。

汇率及消费水平 比利时与其他欧洲国家比消费

水平略高，餐厅根据档次的不同，主菜在 9-16 欧

之间。三星酒店双人间的价格 80 欧左右，青年旅

馆的床位在 10-20 欧之间。

欧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 1:0.12，即 1 元人民币

=0.12欧，1欧=8.19元人民币（截止至2014年1月）

穿衣指南 夏季的比利时总体来讲温度适宜，并

不会很热，感觉很舒适。穿着短裤、短袖、长裙等

均可。但是天气变化很快，有时几个小时就会有变

化，建议随身准备长袖外套和防雨衣物。冬季的比

利时温度较低，平均温度在 0-6℃，需穿着棉服、

毛衣等保暖衣物，还需要佩戴围巾、帽子等御寒。

时差 比利时属于东一区（GMT+1），比格林威

治时间晚 1 小时。每年 3 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变为

夏令时，比北京时间晚 6 个小时；10 月的最后一

个周日变为冬令时，比北京时间晚 7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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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速览  Introducing Belgium

特别推荐 Special

情迷巧克力

提到比利时，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巧克力。把比利时称为“巧克力王国”一点也不为过。无

论是巧克力的品种、产量、人均消耗量或推陈出新，比利时都居世界前列。几乎每个到比利时

来的游客都要购买比利时巧克力作为礼物或者自己品尝。

苏格兰方格儿 布鲁塞尔最著名的小朋友—撒尿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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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沉醉大广场

大广场是布鲁塞尔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世界上许多伟人，如马克思﹑拜

伦和莫扎特等都曾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法国作家维克多 · 雨果更是

称赞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这座宏伟的广场，汇集了典型的

巴洛克和哥特建筑。坐在广场上喝一杯啤酒，晒晒太阳，才是来比利时

最该做的事儿。

★遇见你的“一见钟情”

比利时布鲁日的运河上有一座有小巧别致的桥，被人称作一见钟情桥。

传说当你独自从桥上走过，在那遇到的第一位异性会与你发生恋情。所以，

来到布鲁日，期待遇见那个 TA 么？

国家信息概况

地理与分区

比利时位于欧洲大陆的西北部，北部与荷兰接壤，南部与法国接壤，东临

德国和卢森堡大公国，西面毗邻北海，与英国隔海相望。比利时主要有三

个大区：北部的弗拉芒地区、南部瓦隆地区和首都所在的布鲁塞尔地区。

交通

航空

从中国国内可直飞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也可乘坐飞机至欧洲主要城

市后再转机或乘坐火车至比利时旅行。

比利时最主要的国际机场位于首都布鲁塞尔的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布鲁塞

尔航空、海南航空开航有中国境内直飞该机场的航线。另外荷兰皇家航空、

卡塔尔航空、德国汉莎航空等也提供转机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班。布鲁塞

尔以南 50Km 的 Charleroi 机场有廉价航空公司 Ryanair 和 Wizzair 的

飞机起降，基本为欧洲内航线。

铁路

比利时的铁路四通八达，是出行最便捷和经济的方式。通过铁路均可

以方便来往荷兰、法国、德国等相邻国。比利时铁路（http://www.

belgianrail.be/）承运比利时境内线路和部分国际线路。

公路

欧洲长途汽车联盟 Eurolines（www.eurolines.com ）是欧洲最常见的

长途汽车公司，可从欧洲众多城市来往比利时。De Lijn 公司（http://

www.delijn.be/）也经营着多条佛兰德地区内的长途巴士线路。

餐饮

比利时人们很注重饮食。从街头小吃到豪华餐厅，比利时拥有很多的餐

厅可以供游客们选择。在比利时旅行最不可错过的是国菜白酒煮青口，

新鲜美味和多汁的青口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而香甜的华夫饼和丝滑的巧

克力更是让游客们流连。而提到饮酒，比利时人也是当仁不让，他们酿

制的高品质的啤酒也是游客到比利时不可或缺的体验。

住宿

比利时拥有各种档次的住宿地供游客选择。青旅床位的价格一般在

18-25 欧 之 间， 可 以 通 过 http://www.hostelworld.com/ 或 http://

www.hostels.com/ 等网站预订。中档酒店的价格在 60-130 欧左右，

环境都很干净，设施齐全。但在首都布鲁塞尔和旅行旺季价格会略高。

纪念品

到比利时旅行，有很多纪念品可以留念或者馈赠亲友。普通的旅行纪念品，

如明信片、冰箱贴等在纪念品商店均可以买到。各种档次的巧克力在超

市或商场中都可以买到，高档品牌的巧克力品牌在主要商业街、购物中

心等也设有专卖。蕾丝制品和蕾丝制成的纪念品在传统的手工店和纪念

品店中很受女士们的欢迎。

语言

比利时人多数使用法语和荷兰语，以布鲁塞尔为中心，以北的地区使用

荷兰语，而以南则使用法语。另外还有少部分使用德语。虽然在比利时

有很多种语言，但这并不会成为您的旅行障碍，因为这里大部分人都懂

英语，而且说得很好。在比利时大部分的旅游信息都有英文版，机场、

火车站、地铁等的指示也均使用英语。因此游客只需懂基本的英文即可

到比利时旅行。

线路推荐

荷比卢十日游

线路设计

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布鲁塞尔—卢

森堡

线路详情

D1：阿姆斯特丹的游览从达姆广场开始，参观广场上的王宫和纪念碑后

可以乘坐游船穿梭于运河之中，游览阿姆斯特丹的全貌。下午参观西教

堂和附近的安妮故居。

D2：避免排队时间过长，一定要早起参观梵高博物馆或国立博物馆。下

午可到 Rokin 购物街或花市逛逛，买些纪念品留念。

D3：到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乘坐火车到桑斯安斯风车村一日游。若在

春天来到荷兰，即可到库肯霍夫公园观赏郁金香。

D4：海牙一日游，参观国家宫、莫里斯皇家美术馆等，下午可以乘车到

海滩晒晒太阳。

D5：鹿特丹及小孩堤坝一日游。

D6：经安特卫普、根特等城市后到达布鲁日。可在这两个小城市短暂停留，

晚上到达布鲁日。

D7：布鲁日仍旧是中世纪时的模样，很适合租辆自行车穿梭其中。圣血

教堂和圣母教堂是这里最著名的教堂。

D8：布鲁塞尔停留两日，第一日参观市中心的大广场、皇家美术馆、漫

画博物馆等。

D9：在布鲁塞尔的第二日可到原子塔和拉肯皇室庄园，或到附近的滑铁

卢感受一下曾经的战场。

D10：前往卢森堡城，参观大公宫殿和博克地下要塞等，在风景走廊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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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第一大城市，同时也是弗兰德区的首府和

比利时法语区的中心。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布鲁塞尔一直被公认为是“欧

洲的首都”，受到各大国际组织的青睐。欧盟总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以及大大小小约 1400 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大型跨国公司都纷纷将总部

设立于此。

行走在布鲁塞尔，各种艺术风格的建筑随处可见，超现实主义与标新立

异配合得如鱼得水。整座城市呈五角形，分为上城和下城。上城依坡而建，

云集路易十六建筑风格的王宫、皇家广场、埃格蒙宫、国家宫、皇家图书馆、

现代古代艺术博物馆等，下城为商业区，商店鳞次栉比，热闹非常。

不系舟不停港　现在回味漫步在布鲁塞尔的城市之中，穿梭在透亮的石

板路上，完全把我带回到了小时候。脑袋里一直浮现着吃一颗酒心巧克

力的感觉。高耸的后现代的摩天大厦和中世纪哥特式的古典建筑在这一

座城市中完美的结合，就好像酒心巧克力把醇厚有点烈性的红酒和香滑

甜美的巧克力巧妙的呈现在味蕾之上。

布鲁塞尔景点

布鲁塞尔市中心的景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大广场周边聚集了市政厅、

王宫、撒尿小孩、圣于贝尔长廊等；而皇家广场周围有布鲁塞尔公园、

乐器博物馆、皇家美术馆等。对于时间不够充足的游客来说，一天的游

览可以将市中心的主要景点囊括其中，但 2-3 天的时间对于布鲁塞尔的

游览来说比较合适，除了以上的区域外，还可游览位于城北部的拉肯王宫、

原子球塔、微型欧洲等。

大广场 Grand Place

大广场是比利时的中心广场，始建于 12 世纪，199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被称作是欧洲最美丽的广场之一，法国作家维

克多 · 雨果也曾赞美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大广场长约 110

米、宽约 60 米，被中世纪的行会建筑所包围，市政厅的 90 米塔楼是广

场上的最高建筑。现在的广场依旧富有生活气息，各种咖啡馆、巧克力

店和餐厅遍布四周，天气好的日子，不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喜欢坐

在这里享受阳光和美妙的环境。

奔波小柴 大广场

市政厅 Hôtel de Ville

布鲁塞尔市政厅 (Hôtel de Ville) 是布鲁塞尔大广场众多建筑物中最令

人注目的建筑，这座歌德式建筑物是布鲁塞尔的城市地标。建筑物分两

期建造，规模较大的左半部建于 1402 年。1455 年建造右半部时，由

PhilipeleBon 主持建造了塔楼和 96 米高的尖塔。

塔尖有一座 5 米高的风向标，是布鲁塞尔守护神圣米歇尔的雕像。传说

布鲁塞尔的领主曾因圣米歇尔相救而幸免于难，领主为此授予圣米歇尔

布鲁塞尔守护神的称号。市政厅的走廊内布满了壁画。在众多的肖像画

中有比利时的君主，也有曾经统治过布鲁塞尔的西班牙、荷兰、法国等

国的国王，还有拿破仑。

市立博物馆 Musée de la Ville

市立博物馆的哥特式建筑原为面包市场所在地，17 世纪被毁后重建，现

在作为市立博物馆使用。博物馆中陈列着很多关于布鲁塞尔城市历史的

资料和图片，而最吸引人的是位于博物馆三楼的展厅。这里陈列着世界

各国赠予撒尿小童于连的服饰，各具当地特色，很吸引人。

地址：Grand-Place, 1000, Bruxelles 

费用：成人 4 欧，儿童、老人 2 欧

联系方式：+32-2-2794350

撒尿小童雕像 Manneken Pis

撒尿小童像是布鲁塞尔的市标，已经有约 400 年的历史。关于小于连有

很多的传说，最流行的是讲布鲁塞尔被敌军包围，城墙上已经点燃了炸

药的导火线。在找不到水源灭火时，小于连急中生智，在导火线上撒了尿，

熄灭了炸药，保住了城墙。因此小于连受到了市民们的拥护，撒尿小童

也成为了布鲁塞尔的吉祥物。

Lucifer 同学 布鲁塞尔最著名的小朋友—撒尿小童

乐器博物馆 Musée des Instruments de Musique

乐器博物馆的建筑为新艺术风格，馆内的藏品超过 7000 件，涵盖古代

至 20 世纪的欧、亚、非各地的乐器。整个展览内容分为“弦乐与键盘乐

器”、“西洋音乐艺术”、“传统乐器与文化”、“机械与电子合成乐器”

等单元， 历史的线脉让人一眼便能全面认识人类乐器的历史沿革。

地址：Montagne de la Cour 2, B-1000 Brussels

费用：26-64 岁成人 8 欧，65 岁以上及 15 人以上团队 6 欧，儿童及 4-25

岁青年 2 欧，3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mim.be/

开放时间：周二 - 周五 9:30-17:00；周六、周日 10:00-17:00。周一、

1 月 1 日、5 月 1 日、11 月 11 日、12 月 25 日闭馆。

联系方式：+32-2-5450130

到达交通：中央火车站步行 200m。地铁 1 号、5 号线 Gare Centrale

或 Parc 站；有轨电车 92、94 路 Royale 站，公交车 27、38、72、

95 路 Royale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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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皇家美术馆 Musées Royeux des Beaux-Arts de Belgique

比利时皇家美术馆是比利时最重要的美术博物馆，馆内包括有古代艺术

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两部分，拥有超过两万件可溯至 15 世纪至今的

绘画、雕刻以及油画作品。博物馆以其“鲁本斯厅”为荣，该室藏有超

过 20 幅鲁本斯油画，也藏有雅克 - 路易 · 大卫创作的著名油画《马拉

之死》。

地址：Rue du Musée/Museumstraat 9, B-100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www.fine-arts-museum.be/en

联系方式：+32-2-5083211

行行  皇家美术馆

比利时漫画艺术中心 Centre Belge de la Bande Dessinée

漫画艺术中心收藏的都是比利时最受欢迎的漫画作品。楼上的画廊展示

了比利时漫画的渊源：从《丁丁历险记》系列的第一集《丁丁在苏联》（由

埃尔热于 1929 年创作完成），到二战后由漫画家 Willy Vandersteen

创作的 Bob and Bobette；从莫里斯的笔下的西部牛仔《幸运的鲁克》，

到贝约所创作的可爱的蓝精灵。游览者可以清晰地通过展览了解比利时

漫画发展的历程。博物馆建筑由比利时新艺术运动建筑师维克多 · 奥塔

设计，除博物馆外，还设有商店、研究图书馆以及餐厅等。

地址：20 rue des Sables, B-1000 Brussels, Belgium  

50.851133,4.360076

费用：成人 8 欧，12-18 岁及 65 岁以上 6 欧，12 岁以下 3 欧

网址：http://www.comicscenter.net/

开放时间：周二 - 周日 10:00-18:00，周一、12 月 25 日和 1 月 1 日闭馆

联系方式：+32-2-2191980

圣米歇尔大教堂 Cathédrale des Saint Michel 

圣米歇尔大教堂 (Cathédrale des Saint Michel) 坐落于布鲁塞尔的

Treurenberg 山上，是天主教梅赫伦 - 布鲁塞尔总教区的主教座堂，最

早建立于 11 世纪。由于位于国都，所以圣米歇尔大教堂经常被用来举办

全国性天主教典礼，如皇家婚礼或国葬等。

地址：Parvis sainte-Gudule - 1000 Bruxelles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cathedralestmichel.be/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 7:00-18:00；周六 8:00-3:30；周日参观仅

14:00-18:00

联系方式：+32-2-2178345

原子球塔 Atomium

地址：Asbl Atomium, Square de l'Atomium, B-1020 Brussels

费用：成人（19-64 岁）11 欧，65 岁及以上、学生、12-18 岁青少年 8 欧，

6-11岁儿童6欧，6岁以下儿童及残疾人免费；原子球塔和微型欧洲通票：

成人（19-64 岁）23.4 欧，65 岁及以上、学生、12-18 岁青少年 21 欧，

6-11 岁儿童 15.6 欧

网址：http://atomium.be/ 

开放时间：10:00-18:00

联系方式：+32-2-4754775

到达交通：地铁 6 号线 Heysel/Heizel 站

龙行七大洲  布鲁塞尔原子球塔

微型欧洲 Mini Europe

微型欧洲位于布鲁塞尔西北部风景如画的布鲁塞尔公园内。它的南面是

著名的原子球塔，北面是为纪念比利时独立 100 周年所建的著名的百年

宫。微型欧洲占地 25 万平方米，里面荟萃了欧洲闻名世界的宫殿、教堂、

修道院、古堡、神庙、广场、港口、高塔和名人的故居等 300 多个名胜

古迹，建筑物均按真实景物的 1/25 再现。除埃菲尔铁塔和一些高大建

筑比人略高一些外，其中绝大部分景物都比人矮。这些景观从各个不同

的侧面反映了欧洲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地址：Bruparck, B-1020 Brussels (Laken)  

费用：成人 14.2 欧，12 岁以下儿童 10.6 欧。原子球塔和微型欧洲通票：

成人（19-64 岁）23.4 欧，65 岁及以上、学生、12-18 岁青少年 21 欧，

6-11 岁儿童 15.6 欧

网址：http://www.minieurope.com/

开放时间：3 月 16 日 -6 月 30 日 9:30-18:00；7 月 1 日 -8 月 31 日

9:30-20:00

联系方式：+32-2-4780550

布鲁塞尔餐饮

特色美食

华夫饼

华夫饼又称格子饼，是将调好的面糊倒入带有华夫格的烤盘中，烤盘上

下两面呈格子状，一凹一凸，便可烤制出带有格子的烤饼。华夫饼有两

个种类：方正的布鲁塞尔华夫饼蓬松柔软，格子较大；而呈不规则圆形

的列日华夫饼加了硬砂糖，口感稍硬，但在街头更加常见。刚出炉的华

夫饼最可口，饼上还可以搭配巧克力酱、奶油、焦糖、冰欺凌、水果等

一起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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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

提到比利时，人们总会联想到巧克力。比利时的巧克力以其百年传承

的香滑细腻滋味俘虏了众人的心。独特的工艺和多样的品种使比利时

的巧克力深受世界各国人的钟爱。最著名的高端巧克力品牌有 Pierre 

Marcolini、Godiva 和 Neuhaus 等。这些品牌在比利时市中心和机场、

火车站等都有专卖店。而 Guylian、Cote D'Or 等大众品牌在商场、超

市等均有出售。

青口

青口又称海虹、淡菜等，比利时人酷爱食青口，餐厅的做法也有很多，

而最著名的要数白酒煮青口，更被誉为比利时的国菜。这里的青口新鲜

饱满多汁，加上白葡萄酒、洋葱、西芹等煮制。清香的白葡萄酒不仅掩

去了腥味，也为青口带出一股醇香、鲜甜的回味。

Sisi   青口餐

薯条

像欧洲的所有国家一样，比利时人也钟爱薯条。布鲁塞尔的炸薯条确实

非常棒，再配上各种口味的酱料，真让人赞不绝口。而和白酒煮青口一

起也是经典的搭配。

啤酒

布鲁塞尔拥有 350 种以上的啤酒，是名副其实的“啤酒城”。比利时是

全球唯一保留古老啤酒文化的国家。早在公元 3 世纪啤酒已经从罗马人

传到比利时地区，比德国来得更早。在布鲁塞尔的街上，出现最多的是

写“Biere”的招牌，卖啤酒的酒馆简直是十步一隔，每人手上都捧一杯

比利时出产的啤酒。来到布鲁塞尔这座啤酒城，游客一定要在路边点上

一瓶当地酿造的冰啤。

餐厅推荐

Chez Léon

比利时最著名的青口餐厅，位于大广场附近的著名的肉铺店街附近（Rue 

des Bouchers），很多游客都有推荐。青口新鲜大个，并有多种烹饪方法。

地址：Rue des Bouchers 18, B-1000 Bruxelles

网址：http://www.belgaqueen.be/

营业时间：周日 - 周四 11:30-23:00；周五、周六 11:30-23:30

联系方式：+32-2-5111415

虫子 ADADADA 在这里就餐的都是爷爷奶奶，好感就油然而生。点的

Formule Léon 的套餐，包括 500g 的青口，一份薯条和一杯啤酒。青口味

道很鲜美，吃的好饱。

‘t Kelderke

传统的比利时菜餐厅，位于大广场，客人经常特别多。推荐菜包括法兰

德斯炖牛肉（Carbonnades à la flamande/Flemish beef stew）和

青口等海鲜。

地址：Grand-Place 15, 1000 Bruxelles

网址：http://www.restaurant-het-kelderke.be/

联系方式：+32-2-5137344

Belga Queen

比利时的奢华餐厅之一，消费稍高。装饰豪华，环境优雅。擅长烹饪牡

蛎等海鲜，菜品都极其精致。

地址：Rue fossé aux loups 32, 1000 Brussels

网址：http://www.belgaqueen.be/

营业时间：12:00-14:30；19:00-24:00

联系方式：+32-2-2172187

La Belle Maraichere

最擅长烹饪鱼类，采用比利时最传统的制作方式和新鲜的原材料。餐厅

的装饰风格也富有传统气息。

地址：Place Ste-Catherine, 11A, 100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www.labellemaraichere.com/

联系方式：+32-2-5129759

Comme Chez Soi

米其林星级餐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口味独特的菜品。

地址：Lionel Rigolet , 23 place Rouppe, B-1000 Bruxelles 

网址：http://www.commechezsoi.be/

联系方式：+32-2-5122921

Maison Dandoy

已有超过百年历史的老牌华夫饼店。一楼为店铺，出售巧克力和甜品等。

还可以在二楼的茶室点一杯茶，慢慢享受刚出炉的正宗华夫饼。

地址：Rue Charles Buls 14, 1000 Brussels

网址：http://www.maisondandoy.com/

联系方式：+32-2-5126588

布鲁塞尔住宿
布鲁塞尔的住宿有很多的选择，既有高档豪华的四星、五星酒店，又有

经济型的快捷酒店，还有适合背包客的青年旅馆。鉴于布鲁塞尔的景点

多集中在市中心，选择住的大广场周围是游览布鲁塞尔景点最便捷的选

择，但相对来说价格也会偏高。另外，旺季的住宿价格会提高，周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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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于贝尔长廊（Galeries Royales Saint-Hubert）于 1847 年建成，

是布鲁塞尔著名的购物长廊，也是欧洲最古老的长廊之一，由国王长廊

（Galerie du Roi）、女王长廊（Galerie de la Reine）、王子长廊（Galerie 

des Princes）组成。长廊内拥有时装店、古董店、咖啡馆等，还拥有电

影院和剧场，而最吸引人的还是精美诱人的比利时巧克力。

Louise 商 业 区 内 的 路 易 斯 广 场（Pl. Louise）、 路 易 斯 街（Ave. 

Louise）和滑铁卢街（Bd. Waterloo）等主要购物街和邻近的商业街中

分布着超过 300 间高级时装店和品牌专卖店。在这里可以找到全球消费

者都喜爱的知名国际品牌（Dior、Bvlgari、Armani 等）和 Brussels 

Exclusive Labels 标志的大部分成员品牌，而且还能欣赏、体验在风格

和技术上均可与国际品牌相媲美的比利时设计师的独到创作。

退税攻略

在比利时购买商品的价格中包含一定比例的增值税，此税率的比例视所

够商品的种类不同而分别为 6%、12% 或 21%。作为欧盟以外的游客，

在离开欧盟时有权获得此部分税款。环球蓝联（Global Blue）购物退税

服务公司提供此项服务。

退税方法

1. 领取退税表：在付款购买商品时，向店员索取退税表格，填好姓名、

护照号码等基本信息。

2. 在退税单上盖章：在离开比利时前，携带所购买的商品、发票、退税单、

护照前往机场海关服务台，请海关工作人员在退税表格上盖章。

3. 兑 换 现 金： 向 环 球 蓝 联 在 比 利 时 机 场 出 发 大 厅 的 退 税 柜 台

（TRAVELEX）出示已经盖章的退税表格和护照，可以选择现金退款或

信用卡退款。

在比利时退税，一张购物票据的总额只有达到 125 欧元，才可

享受退税。如果还将继续前往其他欧盟国家，则应该在离开欧盟

最后一站时，请海关在退税表格上面盖章。退还的金额是退税公

司收取一定服务费后的金额。

休闲娱乐

酒馆

A La Bécasse

古朴的比利时老啤酒屋，出售正宗的 Lambic 啤酒。

地址：11 rue de Tabora, 1000 Brussels

网址：http://www.alabecasse.com/

营业时间：周一 - 周四、周日 11:00-0:00；周五、周六 11:00-1:00

联系方式：+32-2-5110006

虫 子 ADADADA 在 LP 和 走 遍 全 球 上 都 有 介 绍。LP 上 讲 这 种 叫 做

Lambic 的啤酒只有布鲁塞尔的这家老字号酒馆才有。味道有点像苹果酒，

真心的好喝，以至于第二天又去了一次，强烈推荐给喜欢喝酒的朋友。

在大广场的北面的圣尼古拉教堂附近，特别的不好找，在一条小小的巷

子里，很容易走错过。要仔细留意摆在街上的牌子。

格也会比平日稍高。

青年旅舍

青年旅舍优秀的地理位置和亲切的环境吸引了很多的背包客入住。布鲁

塞尔的青年旅馆虽然多数价格稍高，但都有很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整洁的

环境，而且员工都特别的友善，而且都有免费的地图方便游客游览。

2GO4 Hostel

特别干净整洁的青年旅舍，离大广场步行只有 10 分钟，可以方便游览布

鲁塞尔的景点。

地址：Emile Jacqmainlaan 99, 1000 Brussels

网址：http://www.2go4.be/quality/

联系方式：+32-2-2193019

参考价格：多人间床位 25 欧左右，双人间 70 欧 / 间

Youth Hostel Van Gogh

经营历史已有 30 多年，很多的旅行书籍都有推荐，位于布鲁塞尔的市中

心位置。设施齐全，还备有简单的欧式早餐。

地址：Rue Traversière 8, 1210 Brussels 

网址：http://www.chab.be/

联系方式：+32-2-2170158

中档酒店

作为旅游的热门城市，而且经常有国际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这里的现

代化酒店众多，而且大多设施齐全完善，还有优秀的服务人员提供热情

周到的服务。酒店虽然遍布城市，但最好还是提前预订，越早预订享受

的优惠越多。

Citadines Sainte-Catherine Brussels

设施齐全，环境优美，房间舒适。地理位置便利，步行至布鲁塞尔大广

场仅需 10 分钟。

地址：51 quai au Bois à Brûler, 1000 Brussels

联系方式：+32-2-2211411

Made in Louise Hotel

酒店于 2012 年重新装修，设施齐全，环境优雅舒适。酒店的服务人员

致力于为客人打造舒适、独特的入住体验。

地址：Rue Veydt 40, B-1050 Brussels, Belgium

网址：http://www.madeinlouise.com/

联系方式：+32-2-5374033

布鲁塞尔购物
比利时人对时尚服饰﹑钻石珠宝和各色奢侈品有着自己独到的鉴赏眼光。

在布鲁塞尔，你既可买到国际大牌，也可买到当地设计的服装。另外，

布鲁塞尔的巧克力和艺术工艺品店也能满足大众游客的购物需求。从 1

月和 7 月的第一周开始的大减价也是格外的吸引人。

购物街区

圣于贝尔长廊 Galeries Royales Saint-Hu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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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r Circus

口碑很好的啤酒吧，拥有很多种口味的啤酒，很多还是在其他地方难见

的品种。

地址：57 rue de l'Enseignement, 1000 Brussels

网址：http://www.bier-circus.be/ 

联系方式：+32-2-2180034

行程推荐
布鲁塞尔一日游

线路设计

大广场—撒尿小童—圣于贝尔长廊—圣米歇尔大教堂—布鲁塞尔公园—

皇家广场—皇家美术馆—漫画博物馆

线路详情

比利时的市中心相对比较集中，如果体力充足，可以用步行的方式游览。

上午游览从大广场开始，参观大广场上的市政厅、王宫等。王宫现在作

为市立博物馆，展出的由世界各国赠送给撒尿小人的服装很有趣。然后

去看看撒尿小人的本尊。接着到圣于贝尔长廊逛逛长廊上的巧克力店等

商铺。午饭在餐馆聚集的 Bouchers 街用餐。下午参观圣米歇尔大教堂，

然后穿过美丽的布鲁塞尔公园，到皇家博物馆参观。作为丁丁和蓝精灵

的故乡，到漫画博物馆参观一定会不虚此行。

布鲁塞尔滑铁卢两日游

线路设计

D1：大广场—撒尿小孩雕像—皇家艺术博物馆—圣米歇尔大教堂—原子

塔—拉肯公园

D2：滑铁卢

线路详情

D2：首先来到市中心的大广场，这里是布鲁塞尔的心脏，格式壮观的建

筑都位于此，小于连撒尿雕像也在附近。休息一下，继续前往皇家艺术

博物馆（Musees Royaux des Beaux Arts）和圣米歇尔大教堂参观。

午饭后前往原子塔和拉肯公园参观，乘坐地铁在 Heysel 站下车。

D2：从火车南站出发，乘坐前往滑铁卢镇（Waterloo）的列车凭吊滑铁

卢古战场。古战场各景点间比较分散，可以作为一次不错的乡村漫步。

布鲁塞尔三日游

线路设计

D1：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塞尔市政厅—小于连撒尿雕像—皇家艺术博

物馆

D2：原子塔—拉肯皇室庄园—Victor Horta 博物馆 

D3：漫画博物馆—圣米歇尔大教堂—滑铁卢古战场

线路详情

D1：早餐后，前往美丽的布鲁塞尔大广场，雨果曾称它是“世界上最美

丽的广场”，感受它的美丽与心动。然后来到小于连撒尿雕像前游览，

看看这个最著名的可爱小孩，听听他的故事。顺便看看市立博物馆里各

国政府及名人送给他的衣服。最后，到皇家艺术博物馆里欣赏艺术作品，

陶冶艺术情操。

D2：首先去著名的布鲁塞尔原子塔参观，这是 1958 年万国博览会的原

子模型，奇特而别致。登上 102 米高的顶层可以观赏到整个城市的景色。

然后前往拉肯皇室庄园，这里鲜花满园，曾是拿破仑的寓所，漫步其中，

别是一种悠闲。下午，到布鲁塞尔 Victor Horta 博物馆看看，这座新艺

术派建筑师 Victor Horta 的生前住所，无处不彰显着艺术气息。剩下的

时间就前往大广场好好购购物，巧克力和挂毯是不可错过的特色纪念品。

D3：第一站来到漫画博物馆里游览，了解漫画的发展历史，欣赏欧洲著

名漫画家的画册和动画作品。然后到圣米歇尔及圣古都勒大教堂中看看，

这座教堂结合了罗马艺术和哥特艺术时期的多种建筑风格，非常典型。

下午前往滑铁卢古战场看看曾今的滑铁卢战役的情况，遥想当时战争的

激烈场景。

外部交通
飞机

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机场代码 BRU），位于布鲁塞尔东北方 11 公里，

机场网站：http://www.brusselsairport.be/。从北京出发的乘客可以

乘坐海南航空由北京直飞布鲁塞尔的航班，用时 10 小时 35 分钟。另外

中国国内乘客至布鲁塞尔还可以选择芬兰航空（经赫尔辛基转机）、荷

兰皇家航空（经阿姆斯特丹转机）、汉莎航空（经法兰克福转机）、土

耳其航空（经伊斯坦布尔转机）等，全程用时约需要 12-26 小时不等。

机场交通

火车

布鲁塞尔机场的火车站位于机场航站楼地下，每小时有 4 班车至布鲁塞

尔中央火车站（Brussels Central Station）、布鲁塞尔北站（Brussels 

North Station）和布鲁塞尔南站（Brussels Midi Station）。从机场

至中央火车站仅需要 17 分钟。

出租车

在机场到达大厅外有出租车等位，从机场至布鲁塞尔市中心大约需要45欧。

火车

布 鲁 塞 尔 市 内 共 有 三 座 主 要 火 车 站： 南 火 车 站（Gare du Midi/

Zuidstation）、中央火车站（Gare Centrale/Centraalstation）和北

火车站（Gare du Nord/Noordstation）。

从相邻的法国、德国、荷兰、卢森堡等可乘坐火车到达布鲁塞尔。从布

鲁塞尔至巴黎仅需 1 小时 20 分、至阿姆斯特丹需 2 小时、至科隆需

1 小时 50 分，至卢森堡城需 3 小时。乘坐欧洲之星火车至伦敦也只需

2 小时。具体查询火车班次及票价可登陆比利时铁路网站 http://www.

belgianrail.be/。

长途巴士

欧洲最大的长途巴士公司 Eurolines（http://www.eurolines.be/）提

供从欧洲各国至布鲁塞尔的长途汽车线路，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

意大利、荷兰等国家。Megabus 公司（http://megabus.com/）也有

来往于布鲁塞尔和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线路。除此以外，

De Lijn 公司（http://www.delijn.be/）也经营着多条佛兰德地区的长

途巴士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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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交通
公共交通

布鲁塞尔的市内公共交通包括公交车、有轨电车和地铁，三种交通方式

可使用相同的车票。公共交通车票在乘坐前购买单次票价 2 欧（在司

机处购买 2.5 欧），在橘黄色的打票机上激活车票，即可在一小时内多

次换乘公共交通。5 次车票（5 Journeys）7.7 欧，10 次车票（10  

Journeys）价格为 13.5 欧。另外还有价值 6.5 欧的一日票，可在 24

小时内无限次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自行车

2009 年开始，为倡导节能和环保，布鲁塞尔开始运营低价短期的自行车

租赁系统“Villo”。在市内的 180 个地点可以凭智能卡租赁自行车。租

车的首 30 分钟免费，接下来每 30 分钟仅需 0.5 欧。

观光巴士

布鲁塞尔红色观光巴士共分为两条线路：红线和蓝线。让游客从不同的

角度欣赏布鲁塞尔。购买车票后，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随意上下观光车。

24小时车票成人22欧，学生票20欧，老年人20欧，4-12岁儿童12欧，

15 人以上团体 16 欧；48 小时车票成人 30 欧，学生票 27 欧，老年人

27 欧，4-12 岁儿童 16 欧，15 人以上团体 24 欧。

布鲁日
布鲁日是比利时古城，位于比利时西北部，是西佛兰德省的省会。“布鲁日”

在佛兰德语中有“桥”的意思，由流经市内的莱伊河上的一座古罗马桥

梁而得名。布鲁日 14 世纪曾为欧洲最大的商港之一。古城内风光旖旎，

各式房屋鳞次栉比。城区河道环绕，水巷纵横，浓厚的中世纪风貌让人

觉得仿佛穿过时光隧道回到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城市。

风清扬 来到大名鼎鼎的布鲁日，一下子好像时光倒流，中世纪风貌的古

城沉静安详。城内河渠如网，水巷纵横，并有运河通往北海岸外港。弗

兰德式的古砖屋鳞次栉比，沿河的房屋三角形的山墙各式各样，组成成

饶有趣味的活泼的天际，倒影在水中，形成特有的弗兰德区的景观。这

座号称“比利时的威尼斯”的中世纪古城，没有威尼斯的华丽，更让人

感到的是一分质朴、平和和安逸。

风清扬 布鲁日城内河渠如网，水巷纵横

布鲁日景点

虽然布鲁日城市规模很小，但有多座历史建筑值得您驻足欣赏。另外乘

船和骑自行车游览布鲁日都是不错的旅行方式。

市集广场 Markt

市场广场堪称是布鲁日的中心，面积约 1 公顷。广场周围有包括南侧 12

世纪的钟楼、省政府等历史建筑，还遍布有餐厅、咖啡厅、特色商店等。

广场的中心矗立着布鲁日英雄扬 · 布雷德尔（Jan Breydel）和彼得 ·

德 · 科宁克（Pieter de Coninck）的雕像。

风清扬 市集广场

钟楼 Belfort

钟楼位于布鲁日中心的市集广场上，是一座中世纪钟楼，建于13-15世纪，

是布鲁日最突出的标志。曾经的钟楼用来收藏珍宝和市政档案，也用来

观测火情及其他危险状况。若想登上 83 米高的钟楼顶，需要通过狭窄、

陡峭的 366 级台阶。虽然有些吃力，但楼顶可观赏到壮观的布鲁日全景。

地址：Markt 7, 8000 Brugge    

费用：8 欧，26 岁以下、65 岁以上 6 欧，6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visitbruges.be/location/musea/belfort-belfry

开放时间：9:30-17:00

联系方式：+32-50-448743

城堡广场 Burg

城堡广场位于布鲁日的古城的一个广场，占地约 1 公顷，是布鲁日最古

老的核心之一。广场周围是一些历史建筑，包括市政厅、圣血教堂、前

民事登记处等。

市政厅 Stadhuis

布鲁日市政厅是低地国家最古老的市政厅之一，始建于 1376 年，位于

城堡广场，与圣血教堂相邻。市政厅的建筑是晚期哥特风格，内部大厅

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木穹顶天花板和历史壁画。历史室有许多有关布鲁

日历史的档案以及绘画。

地址：Burg 12, 8000 Brugge  

联系方式：+32-50-448111

圣血教堂 Basiliek van het Heilig Bloed

圣血教堂位于布鲁日城堡广场，属于罗马天主教教堂。最初兴建于 12 世

纪，因保存有十字军东征时从君士坦丁堡带回的圣血遗物而的得名。教

堂由上下两座小堂组成，下层教堂保持着最初的罗曼式风格，上层小堂

供奉圣血，在 16 世纪被重建成哥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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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是耶稣升天节，欧洲各界宗教人士在布鲁日聚会，

顶礼膜拜救世主的圣血，成为比利时的重大宗教盛事，而布鲁日城也因

圣物的到来从此繁荣。

地址：Burg 13, 8000 Brugge  

费用：2 欧

网址：http://www.holyblood.com/

开放时间：10 月 1 日 -3 月 24 日 10:00-12:00、14:00-17:00；3 月

25 日 -9 月 30 日 9:30-12:00、14:00-17:00

联系方式：+32-50-336792

风清扬 圣血教堂内

圣母大教堂 Onze Lieve Vrouwekerk

雄伟壮观的圣母大教堂始建于 13 世纪，钟楼高 122 米，是该市最高建筑、

世界第二高砖砌塔楼。圣母大教堂收藏有一件米开朗基罗的著名雕塑珍

品：《圣母子像》（Madonna and Child）。这个小小的大理石雕塑是

米开朗基罗生为数不多的留在意大利之外的艺术作品。

地址：Mariastraat, 8000 Brugge

费用：6 欧，65 岁以上、26 岁以下 5 欧，12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onthaalkerk-brugge.be/

开放时间：周一 - 周六 9:30-17:00，周日 13:30-17:00

格罗宁格博物馆 Groeningemuseum

格罗宁格博物馆展出六个世纪以来弗拉芒和比利时的油画作品，尤其以

18 至 19 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及现实主义时期的油画作品，比利时象征主

义及现代主义里程碑式作品为参观重点。

地址：Dijver 12, 8000 Brugge

费用：8 欧，65 岁以上 6 欧，12 岁以下免费，26 岁以下青年 1 欧

开放时间：9:30-17:00

联系方式：+32-50-448743

巧克力故事 Choco-Story

地址：Wijnzakstraat 2 (Sint-Jansplein), 8000 Bruges

费用：7 欧，65 岁以上及学生 6 欧，6-11 岁儿童 4 欧，6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choco-story.be/

开放时间：10:00-17:00

联系方式：+32-50-612237

餐饮

布鲁日的餐饮主要以比利时菜为主，鱼类、贻贝等海鲜是特色。但作为

游客聚集的热门旅游城市，布鲁日餐厅的价格并不低，尤其是市集广场、

城堡广场等附近。因此建议用餐时避开游客较多的区域。

De Koetse 

De Koetse 餐厅友好的氛围和可口的菜肴吸引了很多的客人。餐厅的招

牌菜有新鲜的贻贝、鱼类和龙虾等。若是点菜时举棋不定，选择餐厅推

荐的套餐也一定不会错。

地址：Oude Burg 31, 8000 Brugge  51.206351,3.223481

网址：http://www.dekoetse-brugge.be/

营业时间：12:00-14:30；18:00-22:00

联系方式：+32-50-337680

In't Nieuw Museum

当地人的推荐，游客并不多。牛排和烤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菜品的价

格也相对合理。

地址：Hooistraat 42, 8000 Brugge  51.20791,3.236053

联系方式：+32-50-331280

Den Dyver

啤酒迷们会喜欢这个精致的餐厅，因为这里所有的菜都是用啤酒烹制的，

而且用以佐餐的啤酒也是同一种，将啤酒的绝妙美味发挥得淋漓尽致。

地址：Dijver 5, 8000 Bruges  51.20651,3.226743

网址：http://www.dyver.be/

联系方式：+32-50-336069

住宿
布鲁日的城市并不大，一般游客只选择停留 1-2 晚。老城中心附近的住

宿比较推荐，步行至老城及景点都比较方便。除了背包客喜欢的青年旅

馆外，布鲁日别具一格的家庭旅馆和精品酒店也能成为在布鲁日的美妙

体验。

St Christopher’s Inn-Bauhaus Hostel

位于布鲁日的老城中心，游览布鲁日的景点都很便利。旅舍的房价很大，

也很干净。在设施很齐全，还设有酒吧，也可在这里租自行车游览布鲁日。

地 址：133-137 Langestraat ,  8000, Bruges,  Belg ium  

51.212092,3.237786

网址：http://www.st-christophers.co.uk/bruges-hostels

联系方式：+32-50-341093

参考价格：双人间 50 欧 / 间，宿舍床位 16 欧起，包含早餐。

虫子 ADADADA 从火车站步行至需要大概 30 分钟左右，有点远，其实

可以在火车站坐公交车到。但是距离布鲁日的城中心不算远，步行大概

10 分钟的样子，游玩还是很方便的。性价比很高，还包括早餐。

Snuffel Backpacker Hostel

环境不错，基本设施齐全，适合年轻人留宿。提供免费的早餐、网络和

地图等，还免费组织游览布鲁日的活动。

地址：Ezelstraat 47-49, 8000 Bruges, Belgium  

网址：http://www.snuffel.be/

联系方式：+32-50-333133

参考价格：宿舍床位 16 欧起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1欧洲系列

Hotel Salvators

设施齐全，并且每间房间拥有不同的设计和风格。位于圣萨尔瓦托大教

堂附近，位置极佳，步行至市中心广场仅 5 分钟。

地址：St.-Salvatorskerkhof 17, 8000 Brugge

网址：http://www.hotelsalvators.be/

联系方式：+32-50-331921

Hotel Tuilerieen

装饰豪华考究，服务人员的态度非常好，能够满足客人的一切需求。位

置便利，旅客们可轻松前往市区内各大旅游、购物、餐饮地点。

地址：Dijver 7, 8000 Bruges

网址：http://www.hoteltuilerieen.com/

联系方式：+32-50-343691

Relais Ravestein

设计风格独特，套房均依河而建，每个房间都配有舒适的浴缸、平板电

视和免费无线上网。酒店还配有一间雅致的餐馆。

地址：Molenmeers 11, 8000 Bruges

网址：http://www.relaisravestein.be/

联系方式：+32-50-476947

购物
布鲁日的主要特产非蕾丝莫属。编织蕾丝花边是一项古老的工艺，据考

证在布鲁日发现的 1419 年的一幅画上就有编织蕾丝的画面，因此布鲁

日堪称是蕾丝的故乡。布鲁日用花边制成的小花瓶垫底、茶杯垫底和餐

桌布等都使女人们爱不释手。

Scharlaeken

这里拥有各式各样的蕾丝制品，还有各种的编制工具出售。

地址：Philipstockstraat 5, B-8000 Brugge

网址：http://www.scharlaeken.be/

联系方式：+32-50-333455 

Irma

一间专门出售蕾丝制品的商店，位于市集广场附近。有机会还能看到店

员的现场制作。

地址：Oude Burg 4, 8000 Brugge

联系方式：+32-50-335901

外部交通
飞机

距离布鲁日最近的机场为布鲁塞尔的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机场代码

BRU）。布鲁塞尔国际机场拥有火车站。可以乘坐火车从机场至布鲁日，

用时约 1 小时 30 分。

火车

布鲁日火车站位于老城的西南，每小时均有一班车开往布鲁塞尔。布鲁

日至布鲁塞尔约需要 1 小时。

内部交通
公交车

布鲁日的公共交通主要以公交车为主，由 De Lijn 公交公司承运。单程票

价 2 欧，1 日票 7 欧，可 1 日内可无限次乘坐公交车。

自行车

租自行车骑行布鲁日是游览布鲁日的最好方式。有些青年旅馆和酒店提

供出租自行车服务，还可以在自行车租赁店租用自行车。

安特卫普
安特卫普位于布鲁塞尔以北 45 公里，距离荷兰仅 30 公里，是比利时的

第二大城市、世界最大的钻石加工和贸易中心。安特卫普最吸引人的主

要有三点：一是保存完好、充满中世纪情调的旧市区古老建筑；二是神

秘的钻石加工和交易；三是有世界声誉的绘画艺术和众多的博物馆，例

如鲁本斯故居博物馆、海事博物馆等。

真 • 唐僧 安特卫普最热闹的就是火车站周围的广场，这里充斥着大大小

小的各式钻石商店，彰显着直到今天，这里仍是世界最大的钻石交易中心。

而前行一两条马路，步入当地的步行街，却一改之前的喧嚣和繁忙的状态。

安特卫普步行街静谧而有情调，道路两边有各种档次各种品牌的专卖店

和百货商场，现代而时尚的橱窗周围却是由几个世纪前的建筑组成的，

时而街角一尊安静的圣母雕塑，眼神里透露出悲天悯人的哀伤，时而飞

檐上一处斑驳的鎏金怪兽，诉说着几个世纪来的沧桑。在步行街里，时

尚和古典就是这么交织在一起，让你无从分辨，却又感觉时刻浸淫其中。

Lucifer 同学 安特卫普分外华丽的火车站

景点
安特卫普的景点不多，一般会安排一天的时间游览，或作为从荷兰南下

至布鲁塞尔的中转站。参观安特卫普比较容易，主要的景点都集中在市

中心，基本步行便可到达。

圣母大教堂 Onze Lieve Vrouwekathedraal

圣母大教堂为哥特风格教堂，始建于 1351 年，最吸引人的尖塔最高达

123 米。教堂内部庄严肃穆，许多石柱上都留有中世纪的彩绘，这里最

有名的当属玫瑰窗（Rose Window），窗上的彩绘按以不同季节与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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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宇宙意象为主题，玄妙精致、美轮美奂。主教座堂内还收藏了

许多杰出画家鲁本斯的作品，包括著名的《上十字架》、《下十字架》

和《圣母升天》等。

地址：Groenplaats 21, 2000 Antwerpen

费用：5 欧，20 人以上团队、学生、60 岁以上 3 欧，12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dekathedraal.be/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 10:00-17:00；周六 10:00-15:00；周日及公共

假日 13:00-16:00

联系方式：+32-3-2139951

虫子 ADADADA 圣母大教堂前

市政厅 Stadhuis

市政厅位于安特卫普大广场西侧，建筑为早期的文艺复兴风格，同时又

结合了佛兰德和意大利的影响。建筑中心中心部分雕梁画栋，高出屋檐，

现在矗立着有代表公正、谨慎和圣母的女性雕像。

地址：Grote Markt 1, 2000 Antwerpen

斯滕城堡 Het Steen

位于安特卫普老城、夏尔德河畔（Schelde）的斯滕城堡建于 1200-

1225 年， 是 安 特 卫 普 历 史 最 悠 久 的 建 筑， 也 是 欧 洲 最 古 老 的 城

堡之一。现在城堡内一部分作为安特卫普海事博物馆（Nationaal 

Scheepvaartmuseum）使用，馆内展出了帆船、汽船的模型和航海的

工具、海图等，通过展出能了解安特卫普港古今繁荣的景象。

地址：Stedenplaats 1, 2000 Antwerpen

联系方式：+32-3-2019340

鲁本斯故居 Rubenshuis

画家鲁本斯（1577-1640）生于德国，从青年时期起定居安特卫普。他

的作品因气势宏伟、色彩丰富而深受王室和贵族的喜爱。鲁本斯对欧洲

绘画产生过重大影响，很多画家都受过其画风的影响。代表作品有《复活》、

《爱之园》、《抢劫留西帕斯的女儿》、《上十字架》和《下十字架》等。

在这座鲁本斯故居中，鲁本斯在这里和他的家人度过了 25 年。现在的故

居内展示有鲁本斯珍贵的画作和纪念品。

地址：Wapper 9-11, 2000 Antwerpen

费用：票价 8 欧，12 人以上团队、65 岁以上及残疾人 6 欧，12-26 岁

青年 1 欧，12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rubenshuis.be/

开放时间：周二 - 周日 10:00-17:00；周一闭馆；1 月 1 日、1 月 2 日、

5 月 1 日、11 月 1 日、12 月 25 日、12 月 26 日闭馆

联系方式：+32-3-2011555

圣保罗教堂 Sint Pauluskerk

圣保罗教堂位于安特卫普的老城中心，于 13 世纪建造，后几经大火，现

存的为 17 世纪的教会部分。教堂内保存有 200 多座雕像和著名画家鲁

本斯、凡 · 戴克的画作。

地址：Veemarkt 13, 2000 Antwerpen

开放时间：14:00-17:00

联系方式：+32-476-448253

住宿
Antwerp Central Youth Hostel

位于安特卫普的城市中心，附近有很多不错的餐厅和酒吧。青旅内的设

施齐全，并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和早餐。

地址：Bogaardeplein 1, 2000 Antwerpen  51.215486,4.400588

联系方式：+32-3-2340314

参考价格：宿舍床位 23 欧

Abhostel

小巧精致的青年旅舍，房间不多，但是简洁舒适。提供免费的早餐、无

限网络等。

地址：Kattenberg 110, 2140 Antwerpen

网址：http://www.abhostel.com/

联系方式：+32-473-570166

参考价格：双人间 25 欧 / 人，宿舍床位 19 欧 / 人

Hotel Ibis Antwerpen Centrum

位于安特卫普的市中心，步行 2 分钟即可到达安特卫普主要的购物街

Meir 和鲁本斯博物馆。

地址：Meistraat 39, 2000 Antwerpen

联系方式：+32-3-3939002

参考价格：标准间 70 欧 / 间起

根特
根特位于斯凯尔特河和莱斯河的汇合处，这座不为人知的小城被人们亲

切地称为“比利时的小威尼斯”。城中一个流动的水网把根特分成 26 座

岛。驳船、桥梁﹑老式建筑都影射在这个城市的四条交汇的河流上。

景点
根特城镇并不大，一般游客会把它作为布鲁塞尔到布鲁日的中转站而顺

便游览。主要的看点多集中在大教堂和钟楼附近，大约只需半天时间便

可把根特的精华参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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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  中世纪小城根特，号称有比利时最美的风景

圣巴夫大教堂 St Baafskathedraal

圣巴夫大教堂始建于 12 世纪，是浪漫主义、早期和晚期哥特风格的完美

结合，这里更因收藏了许多杰作而出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根特祭坛画《神

秘的羔羊》（Adoration of the Mystic Lamb）。这幅作品分上、下两层，

是一个由 11 幅独立的绘画作品组成的大祭坛画，而且翼画可开合，其后

面仍有绘画，画面总计为 19 个。下层中央部分，描绘的是《启示录》中

所述的《神秘的羔羊》。除此以外教堂内还有皮特 · 保罗 · 鲁本斯的《圣

巴夫大教堂入门》以及劳伦特·德尔沃科斯的《真理的说教坛》等雕刻作品。

地址：Hoofdkerkstraat 1, 9000 Gent 

费用：4 欧，15 人以上团体 3 欧，学生 1.5 欧，语音导览 1 欧

网址：http://www.sintbaafskathedraal.be/

开放时间：夏季（4 月 1 日 -10 月 31 日）周一 - 周六 8:30-18:00，周

日 13:00-18:00；冬季（11 月 1 日 -3 月 31 日）周一 - 周六 8:30-17:00，

周日 13:00-17:00

联系方式：+32-9-2692045

钟楼 Belfort

根特钟楼建于 14 世纪，原本是为紧急时候召集军队的目的而建。作为根

特市民自治的象征，以及行会繁荣景象的特征保存下来，一直默默守望

着根特市民。

地址：Braunplein, 9000 Gent

费用：5 欧，55 岁以上、19-26 岁青年及 15 人以上团体 3.75 欧，19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belfortgent.be/

开放时间：10:00-18:00，12 月 24、25、26、31 日及 1 月 1 日关闭

格拉文斯丁城堡 Gravensteen

格拉文斯丁城堡又称为伯爵城堡，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堡，由阿尔萨斯的

菲利普伯爵（Count Philip of Alsace）于 1180 年修建。

地址：Sint-Veerleplein 11, 9000 Gent

费用：8 欧，55 岁以上 6 欧，26 岁以下 4 欧，19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visitgent.be/en/castle-counts

开放时间：9:00-17:00

联系方式：+32-9-2259306

SMAK 现代艺术博物馆 Stedelijk Museum voor Actuele Kunst

SMAK 现代艺术博物馆是比利时全国最吸引人的博物馆之一，向公众展

出现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这里的永久展品既包含了国际大师如 Joseph 

Beuys 的创作，又有一些比利时本土艺术家比如 Luc Tuymans 和

Panamarenko 的作品。博物馆还不间断地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展览。

地址：Citadelpark, 9000 Gent

费用：6 欧，25 岁以下、60 岁以上及学生 4.5 欧

网址：http://www.smak.be 

开放时间：10:00-18:00，周一闭馆

联系方式：+32-9-2407601

餐饮
瓦特佐伊（Waterzooi）是根特的一道特殊的美食。它是起源于根特的

一种炖菜，主料是鱼肉或者鸡肉，加入胡萝卜、洋葱、韭葱、土豆和诸

如香芹、月桂叶和鼠尾草等香料共煮，最重要是加入奶油使炖菜味道更

佳的浓郁。

Chez Leontine

比利时风味餐厅，菜品按传统方式制作。位于河边，夏天时可以坐在河

边用餐，环境不错。

地址：Groentenmarkt 10-11, 9000 Gent

网址：http://www.chezleontine.be/

营业时间：周日、周一 12:00-15:00；周四 - 周六 12:00-22:00，周二、

周三休息

联系方式：+32-9-2250680

虫子ADADADA 根特最有名的菜就是这道Waterzooi van Kip，是由鸡肉、

土豆、青菜加奶油炖出来的。味道很不错，汤中浓浓的奶油味道。

Du Progrès

餐厅位于科伦市场附近，位置很便利。服务员很热情，牛排和海鲜的口

味都不错，很受当地人和游客的欢迎。

地址：Korenmarkt 10, 9000 Ghent 

网址：http://www.duprogres.be/

营业时间：11:30-22:00，周二、周三休息

联系方式：+32-9-2251716

到达交通：有轨电车 1 号、4 号线 Korenmarkt 站

Soup’R

想来一顿简单、快捷的午餐的好去处。供应各种汤和三明治，均使用新

鲜的有机原料制作。这间餐厅很受当地人的欢迎，所以有时顾客会很多。

地址：Sint-Niklaasstraat 9, 9000 Ghent

营业时间：11:30-17:00

实用信息
语言

基本法语和荷兰语的日常用语和基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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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 荷兰语

你好 Bonjour Hallo

谢谢 Merci Dank u

请 S’il vous plait Alsjeblieft

再见 Au Revoir Doei

是 Oui Ja

不是 Non Ne

入口 Entrée ingang

出口 Sortie Uitgang

营业 Ouvert Open

歇业 Fermé Gesloten

卫生间 Toilettes Toiletten

下载靠谱又有爱的旅行翻译官，了解更多当地语言！

货币

比利时的流通货币是欧元。欧元纸币共分为 5、10、20、50、100、

200、500 欧元 7 种面值，尺寸和颜色各不相同。硬币有 1 分、2 分、5 分、

10 分、20 分、50 分、1 欧元、2 欧元 8 种面值。

100、200 和 500 欧在欧洲并不多见，使用较困难，建议游客

们在出门前尽量兑换小面值的欧元使用。

网络

比利时的网吧很少见，但是无线网络的覆盖率很高。在酒店、餐厅、咖

啡店都可以免费使用无线网络。在购物中心、火车站等也有公共无线网

络覆盖。

电源电压

比利时使用 230V, 50Hz 电源，中国的电器可在比利时正常使用。但电

源插头与中国不同，为欧洲规格双脚圆形插头。在超市和商场等可买到

转换插头，但价格稍贵，建议到布鲁塞尔前提前准备转换插头。有些酒

店可提供万能转换插头。

使领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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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间：周一 - 周五上午 9:00-11:30

领事保护电话：+32-476751182

比利时出入境

签证

比利时属于申根国家，若仅到比利时旅行，就必须去所属地的比利时使

领馆申请签证。如果准备同时访问包括比利时在内的几个申根国家，就

必须到主要目的地国的使领馆申请申根签证。

比利时短期旅游签证签证费 60 欧元（人民币 492 元），签证服务费人

民币 180 元。

申根签证需要材料

1. 机票预订单

2.未成年人（18岁以下）学生证+学校出具的证明信原件，包含以下信息：

完整的学校地址及电话、准假证明、批准人的姓名及职位、复印件一份

未成年单独旅行或者和单方家长旅行时：（当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时）由

双方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出具的，或者（当未成年人跟随单方家长或监护

人旅行时）由不同行的另一方家长或者监护人出具的出行同意书的公正

书，并由外交部认证；在中国境外办理时由境外相关政府机构办理该公正；

家庭关系或监护关系公正书，并由外交部认证。

3. 户口簿原件（无需翻译）及户口簿所有页的复印件（只针对中国公民）

4. 住宿证明：涵盖在申根国家停留的全部期间

5. 旅行计划：能够清晰展示旅行计划的文件（交通方式预订、行程单等）

6. 申请人偿付能力证明：最近 3 至 6 个月的银行对账单，无需存款证明

在职人员：盖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由雇主出具的证明信（英文件，

或者中文件附上英文翻译），需使用公司正式的信头纸并加盖公章，签字，

并明确日期及如下信息：任职公司的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任职公司签

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申请人姓名、职务、收入和工作年限；准假证明

退休人员：养老金或其他固定收入证明

未就业成年人：已婚者：配偶的在职和收入证明 + 婚姻关系公证书（由

外交部认证） 

如果单身 / 离异 / 丧偶：其他固定收入证明

7. 境外医疗保险：价值 30000 欧元的境外医疗保险。

签证申请地点

北京签证申请中心（管辖除上海和广州管辖区域以外的中国其他省和自治区）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水井胡同 5 号北京 Inn2 组团 A 座 9 层 A 区

A901 至 919 室

邮编：100010

申请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8:00 -14:30

上海签证申请中心（管辖江苏，安徽、浙江省和上海市）

上海市黄浦区徐家汇路 555 号广东发展银行大厦 3 楼

邮编：200023

申请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8:00 -14:00

广州签证申请中心（管辖广东、云南、广西、海南和福建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89 号城建大厦 351A 室 邮编：510620 

申请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8:00 -14:00

旅行路上
电影《杀手没有假期 》In Bruges

电影《杀手没有假期》曾获 2009 年英国学院奖最佳剧本奖等多项褒奖。

由柯林 · 法瑞尔和布莱丹 · 格里森领衔主演。讲述了两名英国职业杀

手在中世纪的古老城市布鲁日发生的荒诞故事。这是部值得一看的黑色

喜剧，拥有独特新颖的魅力和精神。而电影中展示的布鲁日建筑、运河、

桥等，都传达着旧日欧洲的优雅和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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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巧克力品牌盘点

大众品牌

Guylian

Guylian 创立于 1960 年，是目前比利时最大的盒装巧克力生产商，世

界十大最畅销盒装巧克力品牌之一。其名字取自创始人 Guy 和他夫人的

名字 Liliane。Guylian 是海洋贝壳巧克力的鼻祖，受到全世界巧克力迷

们的青睐。

Côte d'Or
Côte d'Or 品牌始创于 1883 年，产品外包装以红色为主，商标标识为红

色的箭头内有一只雄伟的大象。Côte d'Or 这个名字来自于法语的“黄金

海岸”，指的是现在的加纳，大部分用于巧克力制造的可可豆都来自那里。

New tree

New tree 巧克力是比利时的一个大众品牌，创立于 2001，是一个新兴

的巧克力品牌，崇尚自然和健康。该品牌将水果巧妙的融入巧克力中，

创制出独特的口味。

高档品牌

GODIVA

世界著名精致手制巧克力品牌。1926 年起源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目前已

经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400 多家专卖店。目前仍然沿用最传统的技术制作，

始终保持最传统的风味。而与此同时，GODIVA品牌也始终走在潮流前沿，

不断根据季节及客人的口味调配及设计各式富于变化的创新口味。

Neuhaus

Neuhaus 品牌由定居比利时的瑞士人让 · 纽豪斯于 1857 年成立。一

个半世纪以来，Neuhaus 始终追求无与伦比的品质。Neuhaus 精心挑

选来自爪哇、特立尼达岛、加纳或斯里兰卡的顶级可可和其他上乘的天

然原料。每道工艺都严格控制，每颗精致的巧克力都让人回味无穷。

MARY

MARY 品牌全名为 Madame Delluc by MARY，深受比利时皇室和名

流们的喜爱，是比利时皇家特别指定作为酬宾款宴所用的御用四大品牌

之一，其品质与地位都是世界顶尖。

Leonidas

Leonidas 是比利时三大巧克力品牌之一，创始于 1913 年。该品牌最主

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新鲜度和不含防腐剂，绝对 100% 手工制造，保证了

巧克力的口感和优质的味道。

Pierre Marcolini

Pierre Marcolini 巧克力品牌于 1995 年由世界烘焙师大赛冠军比利时

人 Pierre Marcolini 创立，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Pierre Marcolini 坚

持选用最上等的可可原料来制作巧克力。每年他都亲自到非洲，南美洲

挑选可可。很多时候他都亲自制作巧克力。现在他的分店已经开到伦敦、

纽约和日本。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