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世纪童话城

布鲁日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欧洲系列



致谢

封面提供：阿婷婷屁屁

图文提供： 风清扬  屁桃先森   小石头之家  SophieQi    

阿婷婷屁屁   冬日摩天轮  自由自在    虫子 ADADADA   

目录 Catalogue

02      布鲁日速览

03      亮点 / 景点

05      住宿 / 餐饮

06      购物 / 节庆

06      行程推荐 / 实用信息

07      出入境 / 交通

08      旅行路上

©北京蚂蜂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mafengwo.cn) 独立拥有或与本站

用户共同拥有本攻略的内容版权和其他相关知识产权；除法律另有

规定，未经本公司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在本公司所属

服务器上制作镜像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站内容。

布鲁日（也译为布吕赫）是比利时古城，位于比利时西北部，是西佛兰德省的省会，在欧洲

也被誉为“北方的威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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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世纪时，布鲁日是欧洲主要商业中心之一。但在随后的世纪

中，这座城市与海洋的水路淤塞了。尽管后来人们修建了一条新的运河，但它的辉煌已经不

再。19 世纪下半叶，布鲁日成为世界第一批观光胜地之一，吸引了富有的英国与法国观光客。

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这个城市才开始渐渐找回过往的荣光。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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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日速览 Introducing Bruges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BRUGES布鲁日

更新时间：2014.08

最佳旅游时间  布鲁日属于海洋性气候，温和湿润，

年平均气温 10℃，所以无论春夏秋冬都适宜旅行。

但夏季是布鲁日的最佳时节，这时不仅温度适宜，而

且昼长夜短，非常适宜参观游览。

穿衣指南  在布鲁日旅游，夏季总体来讲温度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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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议随身准备长

袖外套和防雨衣物。冬季温度较低，需穿着棉服、

毛衣等保暖衣物，还需要佩戴围巾、帽子等御寒。

消费与汇率 比利时属欧元区，使用欧元。1 欧元

=8.1747 人民币元，1 人民币元 =0.1223 欧元（截

止至 2014 年 8 月）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比利时消费水平略高。在布

鲁日，餐厅根据档次不同，价格也不尽相同，主菜

平均在 10-18 欧元之间。在布鲁日住宿，普通 B&B

双人间 40-50 欧元，旅游旺季价格会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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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桃先森 布鲁日景观

http://www.mafengwo.cn/i/981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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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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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hts景点

布鲁日有一条长长的运河，围绕着这座中世纪古城。这里有著名的圣血

教堂、中心广场、钟楼，件件都是古老的象征。虽然布鲁日城市规模很小，

但很多历史建筑都值得您驻足欣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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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广场位于比利时布鲁日旧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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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的时候，

广场上会设一座圣诞溜冰场供市民娱乐。

地址：Markt , 8000 Brugge ,Belgium

联系方式：+32-50-444646

小舟  广场不小，去布鲁日旅游的人很多，去的时候正赶上周末，广场有

免费音乐会供游人赏听。广场上流动车里卖的华夫饼超好吃，2 欧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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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的两侧和后部是原来的市集大厅，

因此钟楼也被称为“大厅钟楼”(Halletoren)。钟楼上有一台有 46 个钟

铃的钟琴，琴声美妙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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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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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头之家  钟楼限 70 人参观，所以排队很长。楼梯很窄，而且不是单行，

估计这也是限制人数的原因。钟楼顶其实又铁丝网，这点很不好。

 

城堡广场 Burg

城堡广场是比利时城市布鲁日的一个广场，位于古城中心。此处原是一

个堡垒，位于几条罗马道路的交汇处，占地约 1 公顷，是布鲁日城市最

古老的核心之一。广场周围是一些历史建筑，包括市政厅，前民事登记处，

圣血圣殿等。自 1799 年拆除圣多纳廷主教座堂后，这个广场的面积几

乎增加了一倍，达到 1.1 公顷，超过了市集广场。今天的城堡广场主要

服务于旅游业，提供各种节目表演的背景。

地址：Burg , 8000 Brugge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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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gium  

联系方式：+32-50-448111

屁桃先森 市集广场

SophieQi  钟楼

阿婷婷屁屁 市政厅

http://www.mafengwo.cn/i/1011477.html
http://www.mafengwo.cn/i/1055186.html
http://www.mafengwo.cn/i/1302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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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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ening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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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故事是布鲁日的一家巧克力博物馆，门口很不不起眼，很容易就

与它擦身而过。但是只要来到这里，绝对会经历一场神奇的巧克力之旅！

只要买票，还可以得到一块巧克力，博物馆里有现场表演，还有小电影

介绍巧克力的历史，各种各样有关巧克力的展品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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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条博物馆 Friet Museum       

位于比利时西北部城市布鲁日的薯条博物馆，是世界上首家以炸薯条为

主题的博物馆。在博物馆内，参观者可以获取有关炸薯条的研究成果和

最新信息，并了解炸薯条的历史和烹制技巧。为了让来此的游客自己也

可炸出美味的薯条，馆内的还有专门的视频向游客展示炸薯条的制作过

程，游人可以在此学习手艺并品尝到好吃的炸薯条。

地址：Vlamingstraat 33, 8000 Brugge

开放时间：每天 10:00-17:00 节假日休息

票价：成人 6 欧元；儿童 5 欧元

网站：http://www.frietmuseum.be/en/

布鲁日钻石博物馆 Diamond Museum

布鲁日钻石博物馆，在全世界仅有的五个钻石博物馆中是最年轻的，

1999 年成立于比利时西弗兰德尔省的首府布鲁日。布鲁日是钻石抛光技

术的诞生地，由当地金匠路德维希 . 凡 . 伯克姆于 15 世纪发明。布鲁日

钻石博物馆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钻石世界中通常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

曾有记者以“布鲁日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来譬喻布鲁日钻石博物馆，这

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

地址：Katelijnestraat 43, 8020 Brugge, Belgium

开放时间：9:00 - 17:00

冬日摩天轮 建于公元 1376 年的市政厅，是比利时最古老的市政厅，正面

六扇尖顶穹窿窗垂直排列，造型新颖，别具特色；市政厅的外墙上刻有

浮雕，内容取材于圣经故事和历史人物，形象鲜明，生动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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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奉着十字军东征带回来的耶稣的血，在 16 世纪被重建成哥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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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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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母大教堂 Onze Lieve Vrouwekerk

风清扬 圣血教堂内

自由自在 圣母子像

http://www.mafengwo.cn/i/963664.html
http://www.mafengwo.cn/i/2986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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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8 欧，学生票 5 欧。

爱之湖 Minnewater Lake

爱之湖是比利时城市布鲁日中心南部的狭长湖泊，直到 20 世纪初长期用

作漂白，1969 年之前曾有一个哥特复兴式城堡，城堡拆除后，门楼和园

林被保留下来。后来市议会通过决议，将此处开辟为公园，历经 3 年建

成了爱之湖公园（Minnewater park）。爱之湖是布鲁日宁静之所在，

有天鹅，有游船，有桥，有蓝天碧水，完全的童话场景。爱之湖还流传

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传说中的那位为爱而亡的少女就被埋葬于湖底。

地址：Minnewater Park, Bruges 8000,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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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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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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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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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美食

巧克力

布鲁日素有“巧克力之都”的美誉。布鲁日的糖果，尤其是巧克力非常有名。

在布鲁日，满街都是巧克力店，一间连着一间，各种各样的，街上都飘

着巧克力甜甜的味道。随便走进一家，仿佛走进了巧克力世界，五颜六

泡菜 爱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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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糖果和各种形状的巧克力一定会让你垂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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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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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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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http://www.dyver.be/

联系方式：+32-50-33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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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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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庆 Festivals

布鲁日运河节

布鲁日素有“小威尼斯”的美誉，以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城市风貌与遍布

城内的河道、桥梁闻名于世，于 2000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运河节

期间，当地人穿着传统服装，沿着运河两岸载歌载舞。入夜后的激光表

演勾勒出布鲁日古建筑的精致美丽，向人们展现这座古老城市的非凡魅

力。 

Routes线路推荐
布鲁日一日游

布鲁日城不大，花一天时间在城中闲逛是懒布鲁日最好的方式。

线路设计 : 市集广场—钟楼—城堡广场—市政厅—圣血教堂—格罗宁格博

物馆—圣母大教堂—巧克力故事—爱之湖

线路详情：游览布鲁日一般都从古老的市集广场开始，中世纪时这里是

城市的核心。然后到比利时最著名的景观钟楼参观，爬上 366 级台阶俯

瞰全城。附近的城堡广场上有比利时最古老的市政厅以及圣血教堂，这

里供奉着几滴耶稣凝固的血。

布鲁日有 14-21 世纪的艺术作品，收藏于格罗宁格博物馆。佛兰芒原始

派的作品是其中最著名的部分。接下来参观另一个布鲁日著名的教堂——

圣母大教堂，这里收藏有一件著名的艺术珍品——米开朗基罗的《圣母

和圣婴》。这个小小的大理石雕塑（1504 年）是米开朗基罗生前留在意

大利之外仅有的艺术作品。

在这个巧克力之都的参观当然要尝尝甜甜的巧克力味道，之后的巧克力

博物馆一定值得一去。最后，在爱之湖落日的余晖下散步，极致浪漫！

Practical Information实用信息

语言

比利时的官方语言为法语、荷兰语和德语。作为旅游热门城市，在布鲁

日可以放心地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

一些基本法语和荷兰语的日常用语：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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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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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Sortie Uitgang
营业 Ouvert Open
歇业 Fermé Gesloten
卫生间 Toilettes Toiletten

邮局

布鲁日的中心邮局在集市广场边上，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五 9:00-18:00，

周六 9:30-12:00。

电话

急救电话 / 火警 100

匪警 101

紧急求助电话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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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到布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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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交通 Getting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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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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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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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票地址：http://www.belgianrail.be

内部交通 Getting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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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入境 Entry-Exit

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国政府发给中国公民，供其出入国（境）和在

国（境）外旅行或居留时证明其国籍和身份的证件。普通护照有效期最

长不超过 10 年，期满后换发新照。

如果不幸丢失了护照，首先，请及时与中国驻比利时使领馆联系。

其次，尽快准备好如下材料以方便尽快拿到补发护照，以免耽误行程。

因私护照补发所需材料及证明文件：

（1）遗失护照经过的书面报告（并注明当事人姓名、出生日期；原护照

号码、发照机关、发照日期）；能提供原持护照的复印件将方便护照的申请；

（2）在当地的有效居留证件或其他合法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3）填写好的“护照、旅行证、海员证申请表”一份；

（4）护照照片 3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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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票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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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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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证明：涵盖在申根国家停留的全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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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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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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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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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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手没有假期》

本片是 2008 年圣丹斯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获 2009 年英国学院奖最佳

剧本奖等多项褒奖。讲述一对杀手，肯与雷（Colin Farrell 饰），在圣

诞期间来到比利时古城布鲁日，他们将在这里接到联系人哈里（Ralph 

Fiennes 饰）指令的新任务。雷在不久前的一次暗杀中误杀了一名男童，

怀着深深愧疚的雷情绪不稳，古城中的等待对他来说是一场难耐的煎熬。

肯作为带领雷入行的前辈，试图帮助雷摆脱困境，但他的努力毫无收效。

百无聊赖的雷在街上结识了女演员克洛伊，这个神秘女孩引发了雷一系

列的冒险经历，与此同时，肯再一次被哈里催促，原来此次任务的真相

是暴怒的哈里要雷为他的误杀行为付出代价，肯面对被自己一手引入杀

手行当的年轻人，难以做出抉择，两名杀手，在夜色中的古城各怀心事……

旅行路上 Travel With These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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