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在下列情况下游览华沙？



不管晴天或雨天，也不管停留时
间长短，华沙都是绝妙的选择！华
沙的独特历史令人神往，它能配合
心情和天候的变化，给人带来惊
喜，让人不时发现该城的新秘密。
华沙混合了不同的声响、味道和
情绪，华沙是绿色的现代化首都，
不仅适合单独参观，也可带爱人
或全家同行。立即买票、收拾行李
上路吧！你放心，我们会先告诉你
怎么游华沙。

怎样在下列情况下游览华沙？

你是运动迷吗？ 你饿了？ 你在恋爱中吗？

天气好，去哪儿? 下雨，去哪儿? 你对华沙历史感兴趣吗？

你想狂欢吗？ 你是音乐爱好者吗？ 孩童跟你一起旅行吗？

你只是片刻停留吗？ 你是真正的探险家吗？ 你出差中？



天气好，去哪儿?  

晴天时你有多种选项，可以到瓦津基公园聆听免费
的肖邦音乐会或骑自行车游华沙；可以在莫科托
夫场(Pola Mokotowskie)公园野餐；沿维斯瓦
河滨步道散步；在欧洲最大的城市河滩上
享受日光浴。或者你想前往郊外体验
大自然？毕竟华沙是唯一直接毗邻
国家公园的欧洲首都。在户外的
新鲜空气下，你甚至不会察觉
到时间的快速流逝。
夏天来华沙，快把羽绒
大衣从行李箱取出，
你真用不着这衣
服！

如果你爱时尚热闹的场合，非去救主广场 (Plac Zbawiciela) 不可，这
里是华沙潮流人士、大学生及文化人士必去之处。 莫科托夫场



在 Saska Kępa 河滩可将皮肤晒成褐
色；Poniatówka河滩可打沙滩排球；在
Port Czerniakowski码头和河滩酒吧可与
朋友们尽情狂欢。休闲选项众多，因为
华沙公设的河滩就有六处。

你可在维斯瓦河滨步
道选择喜爱的活动：
观赏如画的日落、玩
直排轮或在露天酒吧
中放松身心等。登上
观景台可观赏小船、
驳船和水上巴士。或
许你愿意参加皮划艇
泛舟

想象一下遥远的过去时，肖邦和
居里夫人等华沙名人也曾在此散
步。充满魅力的克拉科夫郊区街 
(Krakowskie Przedmieście) 于春夏
期间化成风雅的步道。几乎一年四
季你都可以使用 Veturilo 牌公用自
行车。别忘了参观波兰最大的高等
学府 - 华沙大学的古老校本部。



下雨，去哪儿?

就算天空乌云密布，也别惊慌。在波裔犹太人历史博
物馆POLIN、肖邦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华沙互动
博物馆内不会淋湿！参观博物馆后去血拼，放
松一下！高档百货商场和小型的设计师品牌
精品店内都提供世界知名品牌，及波兰制
(Made in Poland) 的最佳商品。不需
徒步，市内公共交通非常便利。

在参观博物馆和购物之间，可
进入为数众多的任何一间氛
围轻松的酒馆。喝杯香醇
的茶，吃块美味的奶
酪蛋糕，都能让你
立 刻 忘 记 外 边
下着雨。

请至波裔犹太人历
史博物馆 POLIN，悠
游其犹太小镇中的
街道，伫立于犹太会
堂大拱顶下，欣赏其
以十七及十八世纪的
传统技术重建后的
成果，以及多彩的墙
壁。我敢说你在会堂
建筑里面找不到任
何钉子！试试看吧！

这不是飞船，而是华沙地铁。华沙地铁的每一站都设计成不
同风格，具现代化外观和便利功能性。M1 地铁线上的威尔
逊广场（Plac Wilsona) 一站被CNN电台誉为欧洲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地铁站。M2 地铁线的多彩装饰由著名的艺术家 
Wojciech Fangor设计。出发吧！谁说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很
无趣？

波裔犹太人历史博物馆POLIN

WWW.POLIN.PL



在国家博物馆可欣赏巨幅的《格伦瓦德之战》画作、法拉斯朗
馆（Galeria Faras）的圣安娜珍贵肖像以及丰富的二十世纪画
作收藏。国家博物馆让你成为真正的艺术行家！.

WWW.MNW.ART.PL

金色梯田購物中心

你可在肖邦互动博物馆观赏肖邦的最后一架钢琴、珍贵乐谱手稿。深深吸口气，感受肖邦最喜爱的香味。如果
你认为肖邦是法国人，参观过肖邦博物馆后你就会改变想法！

WWW.CHOPIN.MUSEUM/PL



在华沙，你将可亲眼见证时代和文化交错的痕迹。首先
从参观世界最年轻的老城开始，很难想象它在战后
从废墟中重建，其构造完全忠于原建，因此为联
合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来到优雅的
皇家大道，将可见三幢波兰国王的皇宫，每
幢皆依不同风格所建。请游览充满人文
气息的犹太旧区、唯一逃过战争摧残
的布拉格区及华沙起义博物馆。
在此你将可领略为自由而战的
英勇事迹。最后还请接受邀
请，参观波兰最高且最
知名建筑之一的科学
文化宫，悠游于其
廊道间。

你对华沙历史感兴趣吗？

请自维斯瓦河岸观赏皇家城堡，其
景观与数百年前几乎无异。现展于
城堡博物馆中的艺术家卡纳莱托
的油画作品描绘精确，不久前还以
此图为依据，重建城堡花园。这批
油画在战后成为老城重建的珍贵
来源。

WWW.ZAMEK-KROLEWSKI.PL

皇家瓦津基公园

WWW.LAZIENKI-KROLEWSKIE.PL



在华沙起义博物馆将有机会对该城的重要史实进行了解。可欣赏“解放者”式轰炸机的忠实
复制品及使用3D技术的空拍新闻短片，一窥战时的破坏情况，还可在首都迎战的背景噪音中
浏览数以百计的照片。
WWW.1944.PL

在维拉努夫的皇宫中，你
将有机会认识该伟大的
波兰及欧洲统治者所不
为人知的一面。你是否
知道索别斯基三世不仅
让土耳其在维也纳一役
中降服，他更是体贴的丈
夫和慈爱的父亲吗？位
于维拉努夫的城堡博物
馆拥有巴洛克风格的内
饰、珍贵馆藏和迷人的
宫廷花园。

WWW.WILANOW-PALAC.PL

这是一个仍隐藏着诸多共产主义时期秘密的所在。
科学文化宫中有众多秘密地下通道、地窖和多年来
未被发现的空间等…至少前来领略其中几项。

WWW.PKIN.PL



向你披露一项秘密：在华沙有这么
一个地方，让你可以一举观赏整
座城市。请前往文化宫第31
层楼并向四周望去，景色
够壮观吧！现在你该
清楚下一回造访该
去何处。速度请
块，以免错过
班机，下回
见！

你只是片刻停留吗？



如果你想感受何为真正的探险家，请深入华沙尚
不为人所知的部分。你是否曾见过点灯工人在
黄昏时刻沿着路灯前行，点亮所有路灯？
你将可在阿格利可拉 (Agrykola) 公园
中遇见他们。你可参观霓虹灯博物
馆中数十件幸存的灯光广告；阅
览华沙巷道壁画中所刻画出
的城市历史；还可参观位于
华沙中心地带的芬兰木
屋区，直接从淳朴的
乡村 中 移 来 。波
兰首都充满着
令人意想不
到 的 惊
喜。

拿着油漆罐的女士、军人木偶、西藏僧侣和孵着巨大鸡蛋的母鸡等，他们彼此间有何关联？
结论是他们全是华沙街道墙壁上的装饰图案。还有更多的壁画供人欣赏，形成街头艺术画
廊，波维希拉（Powiśle）区、北布拉格（Praga Północ）区及穆拉努夫（Muranów）区一带尤其
丰富。

你是真正的探险家吗？

在穿越位于克拉
辛斯基广场（Plac 
Krasińskich）上具象
征性质的最高法院
大门时，请记住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通往犹
太区的大门之一即在
此处。千万别错过象
征信望爱的女像柱，
令人印象深刻。

你可在时尚的Soho Factory旧工厂区内的霓虹博物馆中找到昔日灯光广告的余晖。对社会主义时期受审查
制度制约的艺术家而言，霓虹灯设计是少数提供他们发挥想象力的契机。多年后这些都过时了，只有少数热
心者仍执意地挽救其被历史抛弃的命运。

WWW.NEONMUZEUM.ORG



早晨6点，在高档酒店中醒来。你快速地喝杯咖
啡；检索股市行情；完成简报和几份重要签
名。出租车已备妥，你就要陷入数不清的
会议和会面中。只剩那么点时间让你
可以看一眼这些闪闪发亮的摩天大
楼，如里贝斯金大厦(Libeskind)
和福斯特大厦 (Foster) 等。它
们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仿
佛在这欧洲的中心城市
中随时都将有重要
决策出现。

你出差中

休息时间到时，请卸下身上的西装和业务压力，
你可以选择和同事一起狂欢庆祝、沿维斯瓦河
慢跑或与友人共享宁静的晚餐等方式。华沙提
供无限的可能性。



俱乐部围巾和T恤、国旗、喇叭、球
赛门票…请将所有这些必要的
物品打包后来到华沙吧！6万
名观众齐高声为国家体育
馆比赛的足球或排球
队加油的场面壮观
震撼，实难有出
其右者。向前
去吧！

为赛事加油是一回事，最好自己也能活动一下。今日就从骑城市自行车环绕维斯瓦河河岸大
道开始，明日可在露天健身房健身，而周末则去河边泛舟。几个月后如果体能状态不错，或许
可以考虑加入华沙马拉松赛？

WWW.PGENARODOWY.PL

你是运动迷吗？



如果胃是通往心的路，那么华沙就能成为你生活中的挚
爱。来自全世界的风味之多，实难尽数。华沙的饮食
就如同该城一样，具有多样性、多文化性、丰润且
充满能量。

你可以在高档餐厅预定位子，或在简餐食
堂 (bar mleczny) 感受社会主义时期
的氛围。别拒绝甜点的诱惑，可以
尝试传统的可可鲜奶油蛋糕、精
致的齐格蒙蛋糕和天然冰淇
淋。你还可前往露天早点
市场，在华沙草地上席
地品尝美味 。饮食
毕竟是项真正的
仪式，不该仓
促了事。

你饿了？

请品尝华沙目前最流行的。夏季时的热闹处总
少不了速食餐车 (food truck) 的存在，这些餐车
提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口味的简易美味菜，成
为城市居民喜爱的食品。

请接受困难的抉择，究竟是要选鲱鱼或酸
白菜炖肉 (bigos) ；甜菜汤或酸裸麦汤；
饺子或土豆丸；齐格蒙蛋糕或可可鲜奶油
蛋糕？谁说无法尝遍所有美味？这些新口
味就是华沙带给你的最好纪念，尽情享受
吧！



你可能在瓦津基皇家公园的僻静小径中听到 
“我爱你”这句话，或在无众人好奇目光
的老城胡同内，于漫天雪花中或一杯热
巧克力前说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句 
“你愿意嫁我吗？”。还可在华沙
大学图书馆的屋顶花园中说
出神圣的”我愿意“或进行
婚纱摄影，就邻近维斯
瓦河岸。华沙城就如
浪漫的拍片现场，
你想担 纲主角
吗？

你可选择华沙大学图书馆的屋顶花园，作为与心爱的
伴侣夏季拍照的地点。人行桥上可欣赏华沙市美丽的全
景，难怪有如此多的伴侣选择在此拍摄婚纱照。

你在恋爱中吗？

去市区吧！才半夜二三点，而你还有着
充沛的活力，可先前往维斯瓦河岸边的
酒吧松弛一下，然后去救主广场 (Plac 
Zbawiciela)，马佐夫舍（Mazowiecka）
街上流行俱乐部的狂欢游戏就要开始
了。午夜过后可至 food truck 餐车快速
吃个简餐稍作休息。隔天可能会感到头
部沉重，然而这不算什么，毕竟你经历
了生活的狂热。

维斯瓦河河滨的夜生活 

你想狂欢吗?



华沙张开双臂迎接像你这般的积极疯狂者，愿意为了能
欣赏自己所喜爱的艺术家而做任何事。无论各人品
味如何，在此都不会感到孤单。老城的爵士演出；
国家体育馆中的世界流行歌手演唱会；俱乐部
音乐和歌剧；大型爵士乐队所演奏的1930
年代舞曲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肖邦。
华沙是属于他的城市，到处都见证了
他存在的痕迹。千万别错过瓦津
基皇家公园内的肖邦演奏会、
国际钢琴比赛、音乐节及
演奏肖邦最知名旋律的
特殊长椅。请前来此
地，闭上双眼聆听
充满乐音的华
沙。

你是音乐爱好者吗？

如果你真的为肖邦狂热，别错
过跟他自拍的独特机会。只
需下载应用程序并在与肖邦
关联的七处之一拍照。你还可
以选择在起飞前于华沙机场
拍照。

WWW.CHOPIN.WARSAWTOUR.PL



哥白尼科学互动中心

WWW.KOPERNIK.ORG.PL

就算你在短暂片刻中变回一名孩童也无
伤大雅。别说你对科学实验、激光表
演和空中缆绳乐园不感兴趣。哥白
尼科学互动中心（Centrum Nauki 
Kopernik）、多媒体喷泉公园
及先进的游乐场等只是华
沙提供你和孩子们的
绝佳景点之一。谁
能料到我们竟
玩得如此开
心。

孩童跟你一起旅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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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门票：35人民币 午饭－35人民币以上 住宿：350人民币以上

绿地面积占华沙总
面积的四分之一

华沙是94%的游客推
荐参观的城市

导游服务：1700人民币/日

人口

华沙

华沙的物价： 

请注意！华沙使用的货币是本地货币：兹罗提！



华沙真迷人啊！
如需要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WARSAWTOUR.PL WWW.APPS.WARSAWTOUR.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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