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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威尼斯的水上生活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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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Special

狂欢节：威尼斯最具有代表性的节日之一，在 2 月中旬到 3 月上旬举行。节日期间，威尼斯

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戴上华丽的面具，装扮成传奇故事中的人物，涌到圣马可广场，

游行狂欢。此节日自 1979 年恢复后，现在是全球四大狂欢节之一。

贡多拉：独具特色的威尼斯尖舟有一个独具特色的名字——“贡多拉”( 意大利语

“GONDOLA”, 又译为“冈多拉”或“刚多拉”)。这种轻盈纤细、造型别致的小舟一直

是居住在泻湖上的威尼斯人代步的工具。作为旅游船使用时 , 这些小船穿行于运河水道 , 载

着游客领略威尼斯美景。水中的船夫们哼着悠扬的意大利民歌，在波光潋滟中，小艇载着

游客。乘坐贡多拉费用较贵 , 整个游船路线大概要 45 分钟约为 80-120 欧元 , 最多可搭载

6 名游客。

玻璃制品：威尼斯玻璃制造业已经有近千年历史，而基本的原理和工艺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工匠们的主要工具仍是吹管和钳子。晶莹剔透、色泽艳丽的玻璃杯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品，

各种造型别致的小摆设也非常可爱。购买玻璃制品当然是去穆拉诺 (Murano)，但一定不要

掉进所谓“穆拉诺一日游”的陷阱，自己前往才能找到真正物美价廉的好东西，乘水上巴士

前往非常方便。

威尼斯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亚得里亚海威尼斯湾西北岸重要港口。由 118 个小岛组成，

并以 177 条水道、401 座桥梁连成一体，以舟相通，有“水上都市”、“百岛城”、“桥城”

之称。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当初作为商业贸易的中心，历史上曾经与多种文明有过接触，

成为不同文化的汇合中心，形成现在的多元现象和多种艺术的风貌。

醉卧花间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这些描述东方水城苏州

的诗句，用来形容威尼斯似乎更加贴切。没有恼人的汽车噪音，只有贡多拉不紧不慢的桨声

欸乃。美丽的建筑倒映在水中，威尼斯也漂荡在水中，仿佛一个慵懒的梦。千年水城注定是

传奇的舞台：复仇的水手、失意的商人都是传奇的主角。

最佳旅游时间 一年四季都可以成为威尼斯的最

佳旅游时间，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那么春季

和秋季都当之无愧。春季是威尼斯最舒服的季节，

平均气温 10-18℃，气候宜人，2-3 月的狂欢节，

气氛热烈，独具威尼斯特色，目前已成为全球最火

爆的狂欢节之一。

秋天的威尼斯平均气温在 16℃左右，天气晴朗，

紫外线强度低，是威尼斯最清爽的季节。9 月底的

贡多拉节，是当地不亚于狂欢节的盛大活动，这个

季节也是游览穆拉诺岛、利多岛的最佳时光。

消费指数 使用欧元，1 欧元≈ 6.61 人民币元；

1 人民币元≈ 0.15 欧元（2015 年 3 月）。

在威尼斯餐馆消费普遍较高，正餐人均消费在 40

欧元左右，一般还需要 1-2 欧的座位费；住宿费用

非常高，青旅一个床位一晚在 20 欧元以上，普通

三星酒店双人间一晚的价格在 80-100 欧元，旅游

高峰期房价还会有所提升。

穿衣指南 早晚较凉，随身带件外套，以防不时

之需，带把雨伞，天热遮阳，下雨还可以避免淋雨。

时差 按时区划分办法，中国使用的是东八区的北

京时间，而意大利处于东一区，与北京时间差 7 个

小时；实行夏时制期间，由于当地时间拨快 1 个

小时，与北京时间差 6 个小时。通常夏时制是从 4

月的第一个周日到 10 月的最后一个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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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Highlights

★参观圣马可大教堂，圣马可是耶稣的使徒，是《新约马可福音》的作者。

828年，两位威尼斯的富商把圣马可的干尸从亚历山大港偷运回威尼斯，

存放在圣马可大教堂 ( 见 04 页 ) 的祭坛下。一只带翼的狮子是圣马可的

标志，代表着无上的威严、神圣和荣光。

★叹息桥（见 05 页）是位于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附近，公爵府（总

督府）侧面的一座巴洛克风格的石桥。在运河水道上有几座桥，而叹息

桥是密封式拱桥建筑，由内向外望只能通过桥上的小窗子。叹息桥的两

端连接法院与监狱两处，死囚通过此桥之时，常是行刑前的一刻，因感

叹即将结束的人生而得名，是威尼斯最著名的桥梁之一。

★里亚托的鱼市位于著名的里亚托桥附近，至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了，

如今它仍在不断地扩大，这里往往是美食家的第一站，最出名的是那里

的章鱼仔和墨鱼，还有多种螃蟹。

景点 Sights
威尼斯贵为水上之城本身就是一个水上艺术品，在这里任意一个建筑物

的美感都离不开水。身处威尼斯，你就像站在正演出的舞台之上，路边

音乐家演奏的古典音乐就像是演出配乐，来回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就像是

演员，而你正好赶上这威尼斯剧目的上演。

01  圣马可广场和教堂

PIAZZA E BASILICA SAN MARCO 

圣马可广场 (Piazza San Marco) 又称威尼斯中心广场，一直是威尼斯

的政治、宗教和传统节日的公共活动中心，它被拿破仑称为“世界上最

美丽的客厅”。圣马可教堂 (Basilica San Marco) 是为纪念耶酥十二圣

徒和收藏战利品而建，始建于公元 9 世纪，完工于 1094 年。其后遭遇

大火，修复成现今的规模。位于教堂右侧的珍宝馆收藏、陈列有 1204

年十字军东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战利品。

地址：Piazza San Marco，30124 Venezia

费用：大教堂：免费 

圣马可博物馆：门票 4 欧元 / 人，15 人以上团体票为 2.5 欧元 / 人 

回廊：门票 2 欧元，15 人以上团体票为 1 欧元 / 人 

黄金祭坛：门票 3 欧元 / 人，15 人以上团体票为 1.5 欧元 / 人 

网址：http://www.basilicasanmarco.it

开放时间：大教堂：9:45-17:00；周日及节假日 14:00-16:00 夏季

14:00-17:00 

圣马可博物馆：9:45-16:45 

回廊和黄金祭坛开放时间：9:45-16:00，夏季 9:45-17:00 

联系方式：+39-41-5225205

到达交通：水上巴士：Piazza San Marco/San Zaccaria/Vallaresso 站

用时参考：2 小时

圣马可五大景观：耶稣升天圆顶塔；黄金祭坛；创世圆顶；石料

拼接马赛克；青铜烈马。

韩松  如果说，威尼斯像漂浮在亚得里亚海面上一朵巨大的睡莲，那么，

圣马可广场就是它繁茂而美丽的花蕊。拿破仑曾把这个广场誉为“全欧

洲最高雅的客厅”，认为只有它才配称作“广场”。当年，这位指挥千

军万马的统帅第一次走进广场时，竟虔诚地脱帽鞠躬，以示尊崇。

沙鸥  圣马可广场和圣马可教堂是威尼斯最著名的名胜古迹之一。圣马可

广场东西长 170 多米，东边宽 80 米，西边宽 55 米，总面积约 1 万平方米

左右，呈梯形。它们造型的优美、和谐，石雕的生动、逼真，可以说是

古罗马建筑中少有的杰作。

 

大胖 xm 圣马可广场

02  研究院美术馆

GALLERIE DELL'ACCADEMIA VENEZIA

和圣马可广场一样，是到了威尼斯千万不要忘了去看的景点。美术馆

收藏有乔尔乔内（Giorgione，1477-1510）、乔瓦恩尼 • 塞冈蒂尼

(1858-1889)、 贝 利 尼（Bellini，1801-1835） 等 14-18 世 纪 的 威

尼斯画派托斯卡纳派的作品，此外还收藏有提香 • 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1490-1576）未完成的《圣母哀痛耶稣画像》。

地址：Galleria dell'Accademia, Sestiere Dorsoduro, 1050, 30123 

Venezia

费用：全票 15 欧元

网址：http://www.gallerieaccademia.org/

开放时间：周一 8:15-14:00，周二至周日 8:15-7:15

联系方式：+39-41-5200345

到达交通：水上巴士：1 号线，2 号线 Accademia 站（步行距离博物馆：

1 分钟）或 2 号线， 5 线 Zattere 站（步行距离博物馆：5 分钟）。

用时参考：2 小时

圣罗科教堂 SCUOLA GRANDE DI SAN ROCCO

教堂由彭恩设计于 1489 年，并于 1725 年扩建，教堂的正面外观

完成于 1765-1771 年。教堂内部祭坛上装饰着的油画，由丁托列托

（Tintoretto，1518-1594）耗时 23 年完成，描绘的是圣罗科 (San 

Rocco) 的生平。每年 8 月 16 日，威尼斯的总督都会来此礼拜，祈求这

位圣徒佑护威尼斯。

地址：San Polo 3053 Campo San Rocco

门票 : 全票 10 欧元，18 岁以下免费

网址：http://www.scuolagrandesanrocco.it/

开放时间：9:30-17:30

http://www.mafengwo.cn/i/1125921.html#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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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39-41-5234864

到达交通：乘 1、82 号水上巴士在 S.TOMA 站下船。

用时参考：2 小时

03  安康圣母教堂 SANTA MARIA DELLA SALUTE

安康圣母教堂是威尼斯巴洛克建筑的杰作，由著名设计师巴达萨雷 • 隆

格纳设计，正式落成于 1687 年。壁画《大卫和哥利亚》，由提香创作

的顶棚画及丁托列托的《迦纳的婚礼》等都是值得一赏的艺术佳品。

地址：Dorsoduro 1， 20123 Venezia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seminariovenezia.it/informazioni

开放时间：9:00-12:00 15:00-17:30

联系方式：+39-41-2411018

到达交通：水上巴士：Salute 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沙鸥  安康圣母教堂是威尼斯巴洛克建筑的杰作。顶着巨大圆顶的正堂为

正八角形，周围有六座礼拜堂环绕着。面对着主祭坛的圣器室内有描绘

旧约圣经故事的壁画《大卫和哥利亚》，由提香创作的顶棚画及丁托列

托的《迦纳的婚礼》等都是值得一赏的艺术佳品。

 

㊣小扁㊣ 安康圣母教堂

04  叹息桥 PONTE DEI SOSPIRI 

叹息桥建于 1603 年，因桥上死囚的叹息声而得名。叹息桥两端连结着

总督府和威尼斯监狱，是古代由法院向监狱押送死囚的必经之路。当犯

人在总督府接受审判之后，重罪犯被带到地牢中，在经过这座密不透气

的桥时，只能透过小窗看看蓝天，从此失去了自由，不自主的发出叹息

之声，电影《情定日落桥》（A Little Romance）就是在这取景的。

地址：总督府的后面

费用：免费

呐个刘小囡  要去看传说中的叹息桥，就必须去总督府了，不过是要门票

的。我们本来是进来找厕所的，阴差阳错的从浏览完总督府，发现里面

有一个监狱区，就进去了。没错，叹息桥就在监狱里面（很难摸清具体

在哪，经过有三个小窗户的狭窄过道，留意下，就是那了）。

05  里亚托桥 PONTE RIALTO 

里亚托桥是架设在大运河中央的桥梁，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在当

时是大运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而且是木制的掀起式桥，在一次庆典中不

堪重负，大桥折断，之后改建成了现在的石桥。里亚托桥附近是交易盛行

之地，各类小铺、摊贩云集，桥上有许多出售纪念品的小店。站在大桥中

央是拍摄大运河的最佳地点，而桥梁本身也是很好的摄影素材。

地址：Sestiere San Polo 30125 Venezia

费用：免费

网址：http://www.turismovenezia.it/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水上巴士：Ponte Rialto 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吞吞桑  在威尼斯有 400 多座桥，通往市中心的里亚托桥最为有名，又名

商业桥，它全部用白色大理石筑成，是威尼斯的象征。大桥长 48 米，宽

22 米，离水面 7 米高，桥两头用 12000 根插入水中的木桩支撑，桥上中

部建有厅阁，横跨在大运河上。里亚托桥建于 1180 年，原先是一座木桥，

后改为吊桥。在 1444 年的一次庆典中，因不堪重负，大桥折断。1580-

1592 年，改建为现在的石桥。桥顶有一浮亭，两侧是 20 多家卖首饰的商

店和卖纪念品的小摊，是威尼斯最重要的商业区之一，曾作为欧洲的商

业中心达 300 年之久。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就是以这里为背景。

布拉诺 BURANO

这里没有哥特式的建筑，色彩也不是别处的柔和颜色，这里艳丽夸张，

人们喜欢色差对比强烈的颜色。

地址：BURANO 岛

费用：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到达交通：水上公交：12 线，Burano 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青龙传奇  布拉诺是意大利威尼斯所辖下的一个小岛，岛上居民都是渔民

的后代，当地的手工蕾丝和抽纱制品是威尼斯的特色手工艺品。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起，小岛的地方政府规定当地居民每年要刷一次房子的外墙，

于是居民们把他们小巧玲珑的房子刷得五颜六色色彩斑斓。

06  总督府 PALAZZA DUCALE

总督府是共和国时代总督的住宅、办公室及法院的所在地，是当时政治

的中枢机构。府邸内有拱廊相连的哥特式回廊，宫殿中栋的 2 楼黄金梯

建于 16 世纪，曾是总督府的正式入口。

地址：Piazza San Marco 52 30124 Venezia

费用：16 欧元

网址：http://palazzoducale.visitmuve.it/

开放时间：4-10 月 8:30-19:00 11 月 -3 月 8:30-17:3012 月 25 日和

1 月 1 日闭馆

联系方式：+39-41-2405211

到达交通：水上巴士：Piazza San Marco/San Zaccaria/Vallaresso 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费尼切歌剧院 TEATRO LA FENICE 

又名凤凰歌剧院，虽然历经两次大火，但是却得以重生。舞台前面金碧

辉煌的包厢，动听悦耳的音乐，让人感受这水上之都的声音，即使在没

有歌剧演出或演出淡季，剧院也会举办交响乐和室内音乐会。

地址：Campo S.Fantin 1965, 30124 Venezia

网址：http://www.teatrolafenice.it/

联系方式： +39-41-2424( 票务 )

到达交通：水上巴士：Santa Maria del Giglio 站

http://www.mafengwo.cn/i/1087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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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诺玻璃博物馆 MURANO GLASS MUSEUM

意大利语为 Museo dei Vetri，向世人展示了玻璃艺术的秘诀和主要的

革新技术。博物馆楼上有关于玻璃制作工艺的说明及制作威尼斯珠链的

技术展示。

地址：Fondazione Musei Civici di Venezia Piazza San Marco 52 

30124 Venezia

费用：全票 10.5 欧元，青年票、学生票 8 欧元

网址：http://museovetro.visitmuve.it/

开放时间：4-10 月 10:00-18:00；11-3 月 10:00-17:00

联系方式：+39-41-2405211

到达交通：公共船：4.1/4.2 线，Museo Murano 站

用时参考：2 小时

07  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

威尼斯自然历史博物馆坐落在意大利威尼斯大运河上，主要向游客展示

威尼斯湖自然风光。建立于 1923 年，藏品多达两百万件。这些包括

了植物、昆虫、动物标本、化石等收藏品，博物馆里面的图书馆有超过

40000 本的藏书。

地址：Natural History MuseumSanta Croce 1730, 30135 Venice

费用：全票 8 欧元，优惠票 5.5 欧元

网址：http://msn.visitmuve.it

开放时间：6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10:00-18:00（售票处 10:00-17:00）

11 月 1 号至 5 月 31 号星期二至星期五 9:00-17:00（售票处 9:00-

16:00），周六和周日：上午 10:00-18:00（售票处 10:00-17:00），

逢星期一，12 月 25 日，1 月 1 日，5 月 1 日闭馆。

联系方式：+39-41-2750206

到达交通：水上巴士：1 线到 San Stae 站

用时参考：2 小时

08  雷佐尼可宫 MUSEO DEL SETTECENTO VENEZIANO 

雷佐尼科宫（威尼斯 18 世纪博物馆）曾经是提香的画室所在地，约 17

世纪中叶由巴尔达萨雷 • 隆盖纳（Baldassare Longhena）设计开工，

1750 年由马萨利完成的巴洛克式宅邸。保留着豪华装饰的舞蹈厅内，展

示着 18 世纪的生活用具、陶器、织锦画等，让人充分了解当时贵族优雅

奢侈的生活。《婚礼的寓言》等杰出的壁画观赏也是游览的主要内容之一。

地址：Dorsoduro 3136, 30123 Venezia

网址：http://carezzonico.visitmuve.it

开放时间：4 -10 月 10:00-17:00，11-3 月 10:00-16:00，闭馆时间：

12 月 25 日、1 月 1 日、5 月 1 日。

联系方式：+39-41-2410100

到达交通：水上巴士：Ca'Rezzonico 站

用时参考：1 小时

住宿 Sleep

威尼斯比较好的住宿在圣克罗切、圣保罗和坎纳雷乔居民区 , 那里提供的

B&B 旅馆 , 并且价格最为合理。而圣马可、多尔索杜罗和卡斯特罗因为

距离主要景点较近，所以价格会贵一些。多尔索杜罗和圣马可还有一些

时尚的小旅馆可以尝试，如果想要安静的住宿可以选择坎纳雷乔，圣克

罗切和究玳卡，这里远离游人，很安静。高档酒店标间一般在 100-600

欧元不等，中档型约 100 欧元起，经济型约 40-100 欧元起。

最好提前 1 年左右在威尼斯订好旅店，尤其是在 5 月、9 月狂欢

节期间，还有其他节日 ( 比如复活节圣诞节和元旦 )。一般威尼

斯的住宿淡季是 11 月、12 月初、1 月以及狂欢节到复活节这段

时间，有的 7、8 月份也打折。如果你在寻找旅馆的时候遇到了

困难，可以试试登录 www.veniceby.com 或者威尼斯旅馆经营

者协会的网站 www.veneziasi.it 寻求帮助。

大拌菜 关于威尼斯酒店：我们酒店订在是主岛火车站 Santa Lucia 附近，

下了 ATVO 大巴，跨过一座桥，就到了主岛火车站。威尼斯主岛都是石

板路，还有 NNN 座座桥，所以酒店最好订在火车站附近，交通方便，也

不用拖着大箱子上上下下地过桥。威尼斯说小真不小，也没必要非要订

在主岛中心位置，因为火车站附近的晚上也是很热闹的，餐馆超市小商

店应有尽有。

醉卧花间 去之前也简单了解了一下近期威尼斯酒店的价格：威尼斯的五

星级酒店价格基本从 200 欧元起，400 欧元以上的在市中心、著名景点和

大运河沿岸；400 欧元一下的再机场或者威尼斯郊外的区域。四星级的酒

店基本在 100 欧元到 500 欧元之间，200 欧元以下处于威尼斯市区以外。

三星级从 50 到 200 欧元之间，100 欧元以下的大都地处偏僻。而且需要

注意的是，威尼斯是个水城，寸土寸金，所以酒店的房间一般都不大，

走过威尼斯小巷的人就明白了。

圣马可区 San Marco：

在圣马可广场周边的住宿是一个不错但稍贵的选择，一些酒店和 B&B 旅

馆会有很好的位置，可以俯瞰圣马可广场，有的旅馆会有老威尼斯的风格，

价钱因风格不同有所区别，双人间约 70 欧元起。如果你只想欣赏各个宫

殿及教堂，那你也许只能选择住在圣马可，这里还有几座古老的宫殿被

大型连锁酒店收购，有格雷蒂宫酒店（Gtitti Palace），还有摩纳哥大

运河酒店等高级又奢华的酒店。

Novecento Boutique Hotel 

这是一个美丽的精品酒店，其实更像一个博物馆，有可爱的艺术品，挂毯，

还有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

地址：Calle del Dose, 2684 San Marco 30124, 30124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novecento.biz/en/

联系方式：+39-41-2413765

参考价格：100 欧元 / 晚 / 双人间

Hotel A La Commedia

工作人员很优秀，非常友好，房间很漂亮，早餐丰盛。地点很好，离广

场有 10 分钟的步行路程，但位置很安静，接近水上的士。

地址：San Marco 4596/A  Corte Del 

Teatro Goldoni, 30124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commediahotel.com/

联系方式：+39-41-2770235

参考价格：100 欧元 / 晚 / 双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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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ce Corte Grimani

这家酒店的客房宽敞，在炎热的夏天，空调十分有用，客房内设备齐全，

有 WIFI。

地址：Corte Grimani, San Marco 4402 

 Corte Grimani, 30124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cortegrimani.com/

联系方式：+39-41-2410719

参考价格：180 欧元 / 晚 / 双人间

09  多尔索杜罗 Dorsoduro：

因为比邻大运河，所以这里的旅馆很多都可以观赏到大运河的景色，价

格中档，多保持在 70-200 欧元左右，个别高档酒店 200-300 欧元起。

Hotel Moresco

这是一家 5 星级酒店，优质的服务，非常方便，从 Plazza 罗马（从机场

的巴士站）到酒店非常的近。

地址：Sestiere Dorsoduro 3499, 30123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hotelmorescovenice.com/cn/

联系方式：+39-41-2440202

参考价格：110 欧元 / 晚 / 双人间

Hotel Palazzo Stern

这家酒店的工作人员非常友好，房间可爱干净。虽然小，但是有真正的

亚麻布床单和豪华吊灯。酒店地理位置优越，坐落于大运河旁，房间里

很安静。

地址：Dorsoduro 2792-2794/A-2792/B, 30123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palazzostern.it/?_ccezim=0_0_1729_1

联系方式：+39-41-2770869

参考价格：135 欧元 / 晚 / 双人间

Hotel American-Dinesen

酒店远离喧嚣，但仍出行方便，工作人员都非常友好和乐于助人，干净

的房间和设施。 

地址：San Vio 628 Accademia | Dorsoduro District, 30123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hotelamerican.it/

联系方式：+39-41-5204733

参考价格：75 欧元 / 晚 / 双人间

10  Ca' Pisani Hotel

酒店有一流的设施，富丽堂皇，虽然处于威尼斯的心脏地带，却是一个

安静的地方，并且离 Academia 桥只有 200 码的距离。 

地址：Dorsoduro 979/a, 30123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capisanihotel.it/?_ccezim=0_0_645_7

联系方式：+39-41-2401411

参考价格：140 欧元 / 晚 / 双人间

圣保罗和圣十字区 San Polo

有很多种旅馆，有的可以直接俯瞰大运河，有的深藏在窄窄的小巷中，

有枝型大烛台和平板电视古今合并的类型，也有带路易十六时期的大沙

发的旅馆，这些都得靠你自己来发掘。

11  Ca' Angeli

给人像在家里一样的感觉，房间很宽敞干净，有很浓郁的意大利氛围，

早餐很棒。

地址：Calle del Tragheto della Madoneta, 

1434 | SAN POLO, 30125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caangeli.net/

联系方式：+39-41-5232480

参考价格：70 欧元 / 晚 / 双人间

Ca' San Rocco

游览威尼斯住宿时的理想选择，地点很合适，在一条安静的小巷里，与

嘈杂的人群隔离。房间明亮通风，相当宽敞，有大窗户，可俯瞰附近的

别墅，浴室感觉浪漫，绝对干净，酒店在威尼斯的主岛上，价格也是相

当不错的。

地址：San Polo 3078 | Ramo Cimesin, 30125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casanrocco.it/

联系方式：+3-41-716744

参考价格：110 欧元 / 晚 / 双人间

Cima Rosa

套房内是精心设计装修的，真正的高品位，独立浴室设备齐全。

地址：1958 Santa Croce, 30123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cimarosavenezia.com/

联系方式：+39-3461468666

参考价格：140 欧元 / 晚 / 双人间

坎纳雷乔 Cannaregio

安静的居民区，离车站较近，有需要乘坐火车的游客可选择在这区居住。

12  Hotel Palazzo Abadessa

位置相当不错，步行 15 分钟到圣马可广场，靠近水上巴士站，10 分钟

步行到 Murano 和 Burano 岛，有非常漂亮的内部花园和早餐。

地址：Calle Priuli, Cannaregio 4011, 30131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abadessa.com/

联系方式：+3941-2413784

参考价格：115 欧元 / 晚 / 双人间

Ca' Sagredo Hotel 

在繁忙的圣马可区，美丽的房间和浴室，相比其他高档酒店，它有一个

很好的价位。

地 址：Campo Santa Sofia 4198/99 Ca' D'Oro | Cannaregio, 

30121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casagredohotel.com/

联系方式：+39-41-2413111

参考价格：180 欧元 / 晚 / 双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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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aro Palace

酒店紧邻威尼斯大运河及水上巴士站，交通方便。酒店由老建筑改建而来，

非常漂亮，从酒店公共客厅及庭院可以看到大运河美景，酒店对面是黄

金宫，建筑本身及雕塑绘画藏品都非常令人惊艳，大露台更是观赏大运

河的绝佳场所。

地址：Cannaregio 3935, 30121, Italy

网址：http://www.hotelpesaropalace.it/chinese/

联系方式：+39-41-2960748

参考价格：70 欧元 / 晚 / 双人间

餐饮 Eat

威尼斯菜肴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海鲜和陆地菜绝妙地协调起来，另外作为

美味的葡萄酒的产地，那里的红白葡萄酒都非常有名，到了威尼斯，

千万不要错过。

威尼斯是品尝鱼虾风味菜的绝佳地。特色菜主要有：被当地人称为“安

提帕斯托”的扇贝螃蟹沙拉、海鲜和帕达拿平原大米合制的杰作 - 意式茄

汁烩肉饭。此外，醋渍沙丁鱼、西红柿填馅、蛤仔意大利面都很有名，

需要特别提醒是，吃海鲜的时候最好选择配白葡萄酒。

13  Alfredo's Fresh Pasta To Go

虽然只有 4 个酒吧凳子，但是员工勤快，做出的食品口味独特，各种意

大利酱汁配面条，都不会令人失望。

地址：Calle De La Casseleria 5324, 30122 Venice, Italy

联系方式：+393355487020

参考价格：5-10 欧元

14  Tearoom Caffe Orientale

提供各种各样的茶，菜单上有两种面包可选择，一种是购买的，另一种

是不得不尝尝的自制面包，值得每个 1 欧元的价格。

地址：Rio Marin Santa Croce 888, 30135 Venice, Italy

联系方式：+39-41-5201789

Panini Lampo

三明治新鲜，美味，制作快速，方便食用，给你一个神话般的午餐。

地址：Calle Larga dei Bari, 1162 | santa croce, 30135 Venice, Italy

联系方式：+39-41-718382

参考价格：3-10 欧元

Ponte di Rialto 的 San Polo 旁边有威尼斯最棒的鲜货市场，出

售意大利香肠、干酪和面包的杂货店集中在 Campo Beccarie

周围，邻近的 Pescaria 是威尼斯最大的鱼市，在那里可以买到

很多鲜鱼和鱼肉干，很适合携带食用。

大胖 xm 路边的咖啡馆

La Mela Verde

美味的冰激凌让人回忆起童年时光，生意好的不得了，但是开门比较晚，

有时可能 11:00 才开门。

地址：Fondamenta de L'osmarin-Castello, 30126 Venice, Italy

联系方式：+39-3491957924

参考价格：1-5 欧元

Ristorante Garibaldi

门口处的植物给人清新的感觉，餐桌上的蜡烛和瓶中的玫瑰展示出了这

里的情调，在这里吃顿浪漫的烛光晚餐也许会给你的威尼斯之旅留下美

好的回忆。

联系方式：+39-41-5540042

地址：Via San Marco 1924, 30019 Sottomarina, Italy

网址：http://www.ristorantegaribaldi.com/

Osteria Antico Giardinetto

典型的威尼斯食物，非常漂亮的菜样，舒适温馨的地方，餐厅是完美浪

漫的，让人吃饭的时候心情愉悦。

地址：Calle dei Morti 2253 | Santa Croce, 30135 Venice, Italy 

网址：http://www.anticogiardinetto.it/

联系方式：+39-41-722882

参考价格：30-50 欧元

Antica Osteria Cera

适合情侣约会和商务宴请的当地美食餐厅，服务员热情好客，用最新鲜

的鱼和海鲜来做菜，让人用餐时得到最纯粹的快乐。餐馆还根据季节来

变换菜谱，商务午餐大约 35 欧元就可以吃的很好。

地址：via Marghera 24，Loc Lughetto, Campagna Lupia, Italy

联系方式：+393094770272

参考价格：30-60 欧元

http://www.mafengwo.cn/i/1125921.html#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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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扁㊣  市场上的鲜虾

Shopping购物
威尼斯历来以能工巧匠和精巧的手工艺品闻名，在旅游旺季购物，威

尼斯大多数商店连周末都营业。出售衣服、鞋、饰品和珠宝的主要商

店在 San Marco 和 Rialto 之间的狭窄街道上，特别是在 Marzarie 和

Campo San Luca 周围，还有一些分布在圣马可广场的西侧。可以购买

的传统礼物有 Murano 玻璃、和 Burano 蕾丝，Carnevale 狂欢节面具

和可爱的 Carte Marmorizzata 大理石纸。

如果想在威尼斯购买名牌产品，可以从圣马可广场西侧步行到桑莫依哲

街，其周围有米索尼、芬迪、瓦伦提诺、维尔萨奇、库里茨亚等专卖店。

还有，圣马可广场东侧梅尔契里埃附近，费雷、托拉萨尔迪等品牌专卖，

也是一个挨着一个。

威尼斯最好的购物街在从里亚尔托桥连接圣马可广场的附近和桑塔 • 路

其亚车站往东延伸的 Lista di Spagna 周围最多。从里亚尔托桥穿过圣

保罗广场，通往威尼斯大学的街道上，工艺礼品比其他便宜。营业时间

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一样，上午 9:00-12:30，下午 15:00-19:00。一般

的商店在星期日和星期一下午都休息。

Banco 10

这里的主色调是囚犯用的橙色，这家非营利性质的小店与一家女子监狱

合作，为女囚提供技术培训，主要经营时髦的衬衫和时尚的夹克，店员

都是志愿者，很有意思的小店。

地址：salizada sant’antonio 3478a

联系方式：+39-41-5221439

Schegge

一家本土的面具作坊，风格多样，深受哥特风影响，买一个作为礼物很不错。

地址：calle lunga santamaria foemosa 6185

联系方式：+39-41-5225789

购物和出口的间隔时间，也就是购物日期和海关盖章日期的间隔

时间，不允许超过三个月。实际上这是由你购物月份的月末算起

的，这就是说，假如你是 1 月 1 日购买的，只要你在 3 月 31 日

前把物品带出境，就能得到退税。

Sigfrido cipolato

巴洛克风的珠宝小店，从橱窗外向里看，整个小店就像是在珠宝盒里的

宝石戒指，璀璨而华丽，这里的珠宝都是用世代家传的技巧做成的，买

一个也许就能成为你的传家之宝。

地址：San lio caselleria 5336

联系方式：+39-41-5228437

Antichita teresa ballarin

这里的物品多种多样，从洛可可风到现在的摇滚风，古老的花瓶和油画

是不错的礼物选择，造型奇特的灯和陶制花瓶会给你的家里带来一丝不

一样的气息。

地址：calle delle botteghe 3184

联系方式：+39-41-2771807

玻璃制品店 Arte vetro murano

从玻璃饰品到玻璃工艺品，你所希望的精美佳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纯

手工制作，是威尼斯之旅纪念品选购的好去处。

地址：calle della rasse 4613

联系方式：+39-41-5237514

娱乐 Entertainment
威尼斯狂欢节是意大利最有名的节日之一，娱乐色彩浓厚，此外威尼斯

一年到头展览、电影节和音乐会不断。月刊 VeNews 有最新信息，可以

在旅游办公室索要免费的 Un Ospite di Venezia 和 Leomagazines 杂

志。威尼斯的贡多拉当之无愧的成为当地最富有特色的娱乐项目之一，

其他诸如赌场、戏剧、夜总会也都非常不错。

Casino di Venezia

有各式样的赌场游戏，如法式轮盘赌、博彩轮盘赌、铁道牌、猜红黑、21点、

加勒比梭哈、老虎机等，从罗马广场出发的免费班车，14:50 发车，每

10 分钟一班。

地址：Palazzo Vendramin-Calergi, Cannaregio 2040  

网址： www.casinovenezia.it

联系方式：+39-41-5297111 

开放时间：周日至周四：14:45-2:30 , 周五和周六：14:45-3:00 

Cinema Giorgione Movie d'Essai

这里经常上映高质量的电影，在威尼斯很多国际大片通常都在此家影院首映。

地址：Rio Tera di Franceschi Cannaregio 4612

Bácaro Jazz  

一个爵士乐为主题的酒吧餐厅。 

地址 ：Salizzada Fondaco dei Tedeschi 5546, San Marco 

网址：www.bacarojazz.com

联系方式： +39-41-5282249 

营业时间：13:00-2:00 星期三休息

http://www.mafengwo.cn/i/1087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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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Torino

威尼斯最热闹的夜总会之一。 

地址 : Campo San Luca, 4591, San Marco   

联系方式：+39-41-5223914 

营业时间：周二至周六 19:00-2:00

Centrale 

提供美味的鸡尾酒和其他混合饮料。 

地址 :Piscina Frezzeria, san Marco 1659/B  

联系方式：+39-41-2960664 

开放时间 ：17:00-2:00 星期二休息

Paradiso Perduto  

一家集演绎和餐饮为一体的酒吧，都是当地人在里面玩，

地址 ：Fondamenta della Misericordia, Cannaregio 2640

联系方式：+39-41-720581 

开放时间 ：11:00-2:00 周一及周二休息

线路推荐 Tours
威尼斯是一个浪漫的地方，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旅行时间会让你看到不一

样的威尼斯，所以让自己放松的随心而行，沉浸到这美好的威尼斯之中吧。

威尼斯 3 日游

D1：第一天的行程从公爵宫之旅开始，先参观公爵宫监狱，然后游览圣

马可广场。午餐后参观研究院美术馆，之后在圣玛格丽塔广场周边散步，

接下来去圣洛可大会堂。夜晚乘贡多拉沿河而下欣赏岸边风光。

D2：早上参观圣马可大教堂，中午吃完午饭后在默森尼格宫参观纺织博

物馆内的展览。穿过山雀之桥游走于街道，晚上在凤凰歌剧院欣赏演出

后返回。

D3: 参观圣乔治马乔雷教堂，然后参观救世主教堂和 Fortuny Tessuti 

Artistici 美术馆以及塞巴斯蒂安教堂，晚饭后返回。

威尼斯 4 日游

D1：威尼斯城市观光，首先访问里亚托桥，然后步行到圣马可广场 ，不

要忘了参观大教堂。然后是参观总督府。午餐享受意式薄饼或品尝传统

的威尼斯美食。下午前往威尼斯艺术圣殿，最后乘坐传统的贡多拉，感

受浪漫的威尼斯。

D2：首先来到里亚托桥，访问格拉西宫殿和它的画廊，提高艺术知识，

或许给自己买一双漂亮的意大利鞋，手工制品可是威尼斯的一绝。

D3：通过探索威尼斯不同的岛屿来体验它的不同之处，从 Torcello 岛和

它的大教堂开始。  在穆拉诺你将挖掘出一些华丽的珠宝，当地最著名还

有玻璃制品。在布拉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丰富多彩的外墙，让你感

受到生命的跳跃。午餐后你可以去威尼斯的赌场上试试手气，当然小赌

怡情，大赌伤身，酌情而行。

D4：如果赶上一个下雨天，天气阴沉，你可以借此机会参观一些当地隐

藏的宝藏，那些博物馆，展览厅的艺术品是多么的炫人眼球……

雨中浪漫游

雨中的小路一直引领你到美术馆，圣马可大教堂和圣洛克大会堂，然后

喝杯热咖啡来到卡米尼信众会，欣赏宣扬美德主题的天顶壁画。雨中的

威尼斯别具风味，观光游览心旷神怡。

休闲海滩游

乘坐渡轮前往利多岛，在岸边上晒晒太阳，也可以租一辆自行车骑行，

欣赏海岸风光，也可以坐在史上有名的Hotel des Bains走廊上欣赏风景，

晚上去欣赏威尼斯电影节的影片。

免费游览

艺术双年展展厅中，展位挨着展位，可以欣赏不同的建筑风格和形式，

沿着海滨木板小道直达圣马可大教堂，那里有一些免费的画展，接着去

逛里亚托农贸市场，兴许会得到免费的生鲜赠品，午饭后参观犹太大教堂，

感受在威尼斯的犹太人历史，如果在夏季兴许会有许多音乐表演、电影

或戏剧可供观赏。

节庆 Festivals 
威尼斯最具有代表性的节日有两个，一个是2月中旬到3月上旬的狂欢节。

节日期间，威尼斯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戴上华丽的面具，装扮成

传奇故事中的人物，涌到圣马可广场，游行狂欢。此节日自 1979 年恢

复后，现在是全球四大狂欢节之一。

能赶上狂欢节的游客毕竟是少数，不过小面具纪念品，以及小丑帽子就

成了到威尼斯不得不买的东西。另外一个重要节日是 9 月的贡多拉节，

也是威尼斯人的传统节日。

狂 欢 节 Carnevale( 大 斋 节 前 10 日 到 忏 悔 周 二 Shrove 

Tuesday) 

威尼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Carnevale 本意是“与肉作别”。始于 11

世纪时强盛的威尼斯，于 18 世纪渐微，直到 1979 年又恢复举办。最

精彩的莫过于满街创意十足的装扮与面具。现在，威尼斯政府还会同时

举办许多活动，活动内容可以在旅游服务站或酒吧、餐馆及旅馆免费获得。

圣周 Holly Week( 复活节前一周 )

悲恸的圣母巡游，从棕榈主日到复活节周日，全国各地有庆祝活动。复

活节 (Pasqua) 周日和复活节的星期一 (Lurledi dell’Angelo)，为威尼

斯的国定假日。

圣马可节 San Marco(4 月 25 日 ) 

纪念圣马可，威尼斯的守护神而设。民众会在圣马可广场举办赛船，而

威尼斯烩饭是这个节日的应景菜，此外这天男人会送女人玫瑰，这天也

是国定假日的解放纪念日。

艺术节 Biennale

威尼斯每逢单数的公元年份举行，即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全球知名的大

型国际艺术节，展期从 6 月初延伸至将近 10 月。

救世主节 (7 月的第三个周日 ) 

节日期间威尼斯会举办大型的焰火活动，这也是当地的一大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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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电影节 (8 月下旬 -9 月初 )

在威尼斯的利多岛 (Lido) 上举行的国际性电影盛会，每年都吸引全世界

的影星、电影工作者和记者前来，魅力不输好莱坞的奥斯卡金像奖。

贡多拉节 Regatta Storica(9 月第一个周日 ) 

当天，威尼斯所有最具特色的庆典用船和形形色色的贡多拉，全都会行

驶在大运河，与会者穿着正式古装，是继狂欢节后最受当地人喜爱的传

统节日。节日期间，威尼斯会举行传统的贡多拉划船比赛和盛大的“雷

戈塔 • 斯托里卡”祭礼，令人依稀感受到从前以“亚得里亚海女王”驰

名的威尼斯的风采。

实用信息 Practical information

语言

简单的几句意大利语，或许能帮助到你：

1. 你好 !

Buongiorno!

2. 晚上好 !

Buona sera!

3. 晚安 !

Buona notte!

4. 再见

Ciao!

5. 你好吗 ?

Come stai?

6. 很好 , 谢谢 !

Bene,grazie!

7. 不好 .

Male.

8. 我去 --iovado.

VadoinItalia（我要去意大利）

下载靠谱又有爱的旅行翻译官，了解更多当地语言！

邮局

威尼斯邮局

地址：Salizada del fondaco dei tedeschi，rialto 附近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 8:30-18:30

重要电话：

救护车：118

警察：113

火警：115

号码查询：12

使领馆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大使： 丁伟（Ding Wei）（兼驻圣马力诺大使）

地址： NO.56, VIA BRUXELLES, 00198 ROME, ITALY 

联系方式： +39-6-8413458 

传真： +39-6-85352891

网址：http://it.chineseembassy.orghttp://it.china-embassy.org

电子邮箱：chinaemb_it@mfa.gov.cn

旅行安全

威尼斯是水上之都，大部分交通都是水上进行，所以不熟水性的游人还

是应该注意小心，以防落水。

出入境 Entry & Exit

护照

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居留时 , 由本国发给

的一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

签证

意大利为申根国家，前往申根协议国家旅游，可以只申请一国签证，向

主要目的地国驻华使馆申请；如果主要目的地不确定或在各目的地停留

时间平均，则向第一站目的地国使馆申请。 但各国对从该国发放的申根

签证仍有一定限制：如有的国家规定赴欧洲第一站必须到该国；有的国

家则规定必须将该国定为欧洲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或停留时间不能短于

一定的时间限制等。

一般观光签证所需文件

1.2 寸正面相片 3 张（正面空白处须亲笔签名），休假证明（没有上班

者亦须提出证明文件）。证照影本、身份证正本。

2. 意大利来回机票。

3. 公司保证书，银行背书。

4. 签证时须注明进出日期，签证有效期为预定入境前 2 天起算 15 天，

过期须重签，延期入境时，须注意签证的有效期限。

5. 若投宿民家，入境意大利 3 天内须向当地警察局报备。若投宿旅馆，

馆方会代理报备。

意大利共和国大使馆 

办公处：三里屯东二街 2 号 

电话 :010-85327600-1-2 65327657（商务处） 

85327627（领事处） 65322187（文化处） 

传真（Fax）：65324676 85327691（商务处） 65325070（文化处） 

意大利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办公处：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 8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14 楼 510623

电话 (TEL)：020 － 38396225

传真 (FAX)：020 － 85506370

领区：广东、广西、福建、海南

当地政府会在运河边观赏比赛和庆典的最佳位置搭建观众席，门

票在旅游局出售。即使买不到票，也可以在大运河两岸和大桥上

观赏，不过最好提前去，才能在前排占个有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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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办公处：上海市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19 楼

电话 (TEL)：021-54075588

传真 (FAX)：021-54075179

领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

保险

对于不同的保险需求，保险产品的价格区别也比较大。一般来说国内的

旅游保险平均一天十来元的产品就可以基本保障了，也有一些周边短途

的险种在 10 元以内。出境旅游的保险相对国内旅游的保险要贵一些，

每天的保费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但是相应的提供的服务和配套保障

也更全面。可以从诸如中国保险网（www.rmic.cn）和出国在线（www.

chuguo.cn）之类的专业网站了解情况。

海关申报

如携带物品：

1. 有些物品限制携带入境，但在一定数量内可免税：a. 香烟 200 支、或

雪茄 100 支，或 500 克烟丝；b.2 瓶葡萄酒或其他酒类 1 升以内；c. 香

水 1 瓶，照相机 2 架、摄像机 1 架，底片 10 卷，打字机、手提式收录音机、

电视机各 1 部。

2. 禁止携带麻醉剂、毒品、武器、水货入境。

3. 携带外币入境，数额不限。但出境时须申报所持外币数额。

4.下列机场有免税商店：热那亚、米兰、比萨、都灵、威尼斯、罗马菲米齐诺、

那不勒斯、里米尼、波洛尼亚。

5. 动物须经检疫并须持盖印的健康证明文件，此项在入境意大利前一个

月内办妥。

Getting  there外部交通

飞机

多数航班在内陆的马克保罗机场（Marco Polo Airport，简称 VCE，电

话 +39-41-2609260，网址：www.veniceairport.it ）降落，在威尼

斯城外的 12 公里处。从中国到威尼斯需要中转才能到达。

机场往返市区交通

机场交通

机场水上巴士：单程 15 欧元，往返 27 欧元，全程 75 分钟，网上预订

有优惠，每件行李加收 3 欧元，可以在机场（3 或 5 号取行李附近）或

者船上买票。

      醉卧花间贴士

从北京去威尼斯旅行，没有直达航班，只能中转一下，不过可选

择的航班很多。我比较了一下，最便宜的是俄罗斯航空，往返价

1000 美元左右，需要在莫斯科中转。另外还有南航、国航、法

国航空（巴黎中转）、土耳其航空（伊斯坦布尔中转）、阿联酋

航空（迪拜中转）、卡塔尔航空（多哈中转）、奥地利航空（维

也纳中转）、汉莎航空（法兰克福或者慕尼黑中转）等等，价格

从 1000-3000 美元不等，时间是 15 个小时或者更长。

登船处：机场需要步行 7 分钟到达渡口 (Darsena)；威尼斯主岛的圣

马 可 (San Marco)、 里 亚 托 桥 (Rialto)、Fondamenta Nuove 和 Le 

Guglie；穆拉诺岛 (Murano)、布拉诺岛 (Burano) 和利多岛 (Lido)

购票地址：http://www.alilaguna.it/it/shop

ATVO 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在罗马广场 (Piazzale Roma)（通过宪法桥可以前往圣塔露西

亚火车站）与机场之间运营，单程 6 欧元，往返 11 欧元，车程 20 分钟，

从机场开往罗马广场运营时间为 7:50- 凌晨 00:20，从罗马广场开往机

场时间为 5:00-21:00

梅斯特雷火车站也有去往机场的巴士，价格相同，运营时间 5:20-22:15，

返程 6:06- 凌晨 0:20

购票地址：http://www.atvo.it/it-venice-airport.html

ACTV 巴士

从机场到梅斯特雷火车站出发，可乘坐巴士 15 号线，公车运营时间为

5:45-20:15，每半小时一班车，车程 40 分钟；到靠主岛比较近的罗马

广场，课乘坐巴士 5 号线，公车运营时间为 4:08-1:10，每小时 1-2 班车，

车程 25 分钟，可以使用威尼斯交通票。

网址：http://www.actv.it

水上出租车

如果住在主岛，可以从机场附近的渡口（步行 7 分钟到达）可以乘坐水

上巴士到达宾馆就近的码头，但是要价很贵，大约 30 分钟路程 110 欧

元到达市区。

预定机场水上巴士网址：http://www.veneziataxi.it/

火车

火车是进出威尼斯比较环保，快捷舒适的交通方式。欧洲和意大利的各大

城市均有火车发往威尼斯圣塔露西亚火车站（Stazione Santa Lucia，

在威尼斯叫做 Ferrovia。），站外有各个线路的水上汽艇。可以在车站

里的自助售票机上买到从威尼斯出发的所有火车的火车票，或登录 www.

trenitalia.it 网上订票。

 

㊣小扁㊣  欧铁

http://www.mafengwo.cn/i/1087757.html#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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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around内部交通

水上巴士

大运河上有几条水上巴士航线，有些限制停靠点，1 号线可以停靠火车站

到圣马可的所有停靠点，航行时间为 30-45 分钟。先购票，然后到码头

上的黄色汽艇处乘坐，单程票价 7 欧元，可以在 www.actv.it 上查询时

间表，早班最早 5:30 分运行，最晚为 21:00 结束。（具体水上巴士路

线见第 15 页）

如果你打算更多地利用交通工具出行，那么可以购买联票，这种票从 12

小时到 72 小时不等，乘坐次数不限，各大渡口 ACTV 售票窗口均有销售。

短途单程票 4 欧元
单纯票（60 分钟有效） 7 欧元
短途往返票 8 欧元

1 天票 20 欧元
2 天票 30 欧元
3 天票 40 欧元
7 天票 60 欧元
10 次水上巴士票 12 欧元
10 次水上 + 路上巴士票 19 欧元

贡多拉

乘坐贡多拉你可以饱览威尼斯的风光，而不受人群的干扰，45 分钟的贡

多拉收费大约为 80-120 欧元左右，游览时间延长加收费用，如遇上天

气不好，生气清淡，你可能会享受到优惠，乘船之前请务必定好价格，

可拨打 +39-41-5285075 预订船只。

摇桨船

花很少的钱享受贡多拉的乐趣，摇桨船漂亮美观，载客量较大，每位乘客

花上很少的钱就能乘坐这种较大的贡多拉横渡运河，但是这种船通常不

设坐席，游客只能站立舱中，有的渡船营运时间可以从 9:00 到 18:00，

通常在沿运河的街道上有渡船标志。

水上出租车

这种游艇起步价约为 9 欧元左右，夜间航行、行李托运团体游客费用另计，

因此即使是短途航程消费亦可达 70-100 欧元，但是如果有带大件行李

或人数较多的话，乘坐水上出租车就再合适不过了，出租车可以按表计价，

也可以事先商量好价格，提前预定可拨打 +39-41-2406711。

公共汽车

罗马广场有发往 Mestre 等地和往返利多的公共汽车，车票在自动售

票机、报摊和烟摊有售，往返 2.5 欧元，行程表可以在 www.actv.it 

上查询。

Travel on the road旅行路上
《威尼斯狂欢的早上》

《威尼斯狂欢的早上》12.5cm。可以是一支广角镜，一张纸莎草的古纸，

也可以是肩并肩的距离，或者深藏万千世界的画面。12.5cm 的宽度，

威尼斯的水道就是城市的马路，市内没有汽车和自行车，也没有

交通指挥灯，船是市内唯一的交通工具。

让遥远的埃及、罗马、伊斯坦布尔……变得亲近。

古老的浪漫传说，用细致入微的图像和文字描绘朝代风云、世间沧桑。

无数惊天动地，都在 12.5cm 之间。威尼斯，狂欢的早上来威尼斯还

不算迟。

《致命伴旅》

一个国际刑警去海边度假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神秘女子。在短暂的美

好时光后，女子却突然失踪。这个偶然出现在他生命中，后来又神秘消

失的女子被证实是一名罪犯。可在追捕过程中，一场更加险恶的阴谋也

在悄悄展开。

List
名称                                  地址电话 你的选择

圣马可广场和教堂 Piazza San Marco，
30124 Venezia 
+39-41-5225205

□

研究院美术馆 Galleria dell 'Accademia, Sestiere 
Dorsoduro, 
1050, 30123 Venezia 
+39-41-5200345  

□

圣罗科教堂 San Polo 
3053 Campo San Rocco               
+39-41-5234864

□

安康圣母教堂 Dorsoduro 1， 
20123 Venezia                
+39-41-2411018

□

总督府 Piazza San Marco
5230124 Venezia              
+39-41-2405211

□

费尼切歌剧院 Campo S.Fantin 
1965, 30124 Venezia           
+39-41-2424

□

穆拉诺玻璃博物馆 Fondazione Musei Civici di Venezia 
Piazza San Marco 
52 30124 Venezia                                                       
+39-41-2405211

□

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Santa Croce 
1730, 30135 Venice   
+39-41-2750206 

□

雷佐尼可宫 Dorsoduro 
3136, 30123 Venezia  
+39-41-2410100

□

餐饮 □

Alfredo's Fresh
Pasta To Go 

Calle De La Casseleria 5324, 30122 
Venice, Italy  
+393355487020 

□

Tearoom Caffe 
Orientale

Rio Marin Santa Croce 888, 30135 
Venice, Italy    
+39-41-5201789

□

Panini Lampo Calle Larga dei Bari, 
1162 | santa croce, 
30135 Venice, Italy  
+39-41-718382

□

La Mela Verde Fondamenbaldi Via San Marco 
1924, 30019 Sottomarina, Italy    
+39-41-5540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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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名称                                  地址电话 你的选择

La Mela Verde Fondamenbaldi Via San Marco 
1924, 30019 Sottomarina, Italy    
+39-41-5540042

□

Osteria Antico 
Giardinetto

Calle dei Morti 
2253 | Santa Croce, 
30135 Venice, Italy
+39-41-722882

□

Antica 
Osteria Ceravia

Marghe ra  24  |  Loc  Lughe t to , 
Campagna Lupia, Italy
+393094770272

□

banco 10 salizada sant’antonio 3478a
+39-41-5221439 □

schegge calle lunga santamaria foemosa 6185  
+39-41-5225789 □

sigfrido cipolato San lio caselleria 5336      
+39-41-5228437 □

antichita 
teresa ballarin

calle delle botteghe 3184      
+39-41-2771807 □

娱乐 □

Casino di Venezia P a l a z z o  V e n d r a m i n - C a l e r g i , 
Cannaregio 2040   
+39-41-5297111

□

Bácaro Jazz Salizzada Fondaco dei Tedeschi 
5546, San Marco  
+39-41-5282249 

□

Bar Torino Campo San Luca, 
4591, San Marco               
+39-41-5223914

□

Centrale Piscina Frezzeria, san Marco 
1659/B            
+39-41-2960664 

□

Paradiso Perduto Fondamenta del la Miser icordia , 
Cannaregio 2640   
+39-41-720581

□



蚂蜂窝旅游攻略
 www.mafengwo.cn 15欧洲系列


	威尼斯速览
	特别推荐
	亮点
	景点
	住宿
	餐饮
	购物
	娱乐
	线路推荐
	节庆
	实用信息
	出入境
	外部交通
	内部交通
	旅行路上
	威尼斯水上巴士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