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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5

推荐雅典必玩体验

[ 朝拜 ]
卫城遗址

古代希腊人在建造城邦之时，都会选择高地建立卫城，而雅典卫城上供奉的，就是最出名的神庙，

在古代之时，所有人仰望的万众之神，抬头就能在神庙见到，恐怕对神的敬仰，也由此而更加深刻。

今日的卫城，几千年风霜吹过，但依然屹立，指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朝圣者来此朝拜。

[ 探访 ]
德尔菲

德尔菲号称为古代世界的中

心，这里是古代希腊人最神

圣的地方。从太阳神阿波罗

的神庙，到体育的运动场，

戏剧的剧场。德尔菲仿佛重

现了古希腊人的生活轨迹，

而进入德尔菲的游客，仿佛

一瞬间穿越了几千年，摇身

一变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

[ 徜徉 ]
博物馆

希腊数千年的文明，除了仍

然矗立的遗址，大多已经珍

藏在了为数众多的博物馆里。

无论哪座博物馆，徜徉在栩

栩如生的大理石雕塑、精美

至极的工艺品中，目光聚焦

在古人留给后人的文化瑰宝

上，整个身心都宛如接受了

希腊文明的洗礼。 

[ 穿梭 ]
 迈泰奥拉

迈泰奥拉的神奇之处，在于

受地壳运动和海水的影响，

这里高耸着一排一排的石林，

在这些高地不平的石林中，

隐藏着从古代到现在的修道

院。这里从 11 世纪以来就成

了希腊东正教的修道院密集

之地。众多僧侣云集于此，

在这里寻找内心的平静。

[ 放松 ]
海滨风光

临海的希腊，最美的就是爱

琴海，试想，远远的夕阳西下，

天边那无法描绘的神秘色彩，

随着大海的波涛，慢慢消失，

古希腊人对自然的热爱，对

艺术的天才，大概也是因为

自己耳濡目染，每天在这样

浪漫的爱琴海放松，恐怕再

也不想离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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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欧洲最古老城市之一，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既是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国王忒
修斯的城邦，又是黄金时代伯利克里斯的故地，同时还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曾经生活的地方。雅典被世人誉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和民主的诞生地，
如今更作为现代奥运会的起源地而享誉世界，她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心中向往的圣地
之一。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悅临

对于未曾到过此地的旅行者，能否在 200 字以内介绍这个城市的概貌？
雅典这个名字来源于智慧女神雅典娜，在古希腊神话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座城市也随着雅典娜命

名为雅典。行走在雅典市内，你会偶遇一个又一个千年历史遗迹；而在街头巷尾，你又能意外发现时

尚精致的咖啡馆或者特色小店。如今的雅典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沉淀和时尚潮流完美交融的城市。

能否描述一下你对当地人和他们生活的观察与感受 ?
生活在雅典你不仅能常年享受到灿烂的阳光、蓝天、大海，还能得到历史和文化艺术的熏陶。我们在

当地人身上能感受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待陌生人的热情好客。希腊人还很乐于助人，易与他

人打成一片。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路上偶遇的两个希腊人，他们原本不认识，却也可以很容易就聊得

热火朝天。走在路上如果需要询问，即使是遇到不会说英文的希腊人，他们也会想尽办法解答你的疑

问。热爱生活、亲近大自然、重视家庭是他们的天性，他们总是把周末留给家庭，与家人一起去海滩

游泳或者户外活动。

关于吃喝玩乐有没有好的本地网站或者 app 可推荐？
推荐 Marketing Greece 的网站 www.discovergreece.com，这是由希腊旅游企业联合会（SETE）

以及希腊酒店商会 (HCH) 共同投资于 2013 年成立的、致力于推广希腊旅游资源和相应旅游产品的

非营利组织。目前中国是他们 2015 年的重要计划，他们将在 2015 年推出中文平台。此外还推荐雅

典市政厅官网 www.cityofathens.gr，这里有雅典重大活动、徒步旅行以及其他实用信息。另外可以

下载由希腊旅游局和希腊国家旅游组织共同开发的 Amazing Athens app, 里面有景点介绍、离线地

图和定位向导，由于近年来中国游客剧增，因此这个软件也有了中文频道。如果想看看当地人平常都

在哪里吃哪里玩则可以下载 Foursquare，通过定位就可以查看附近热门餐厅和咖啡馆。

乐行

本名缪斌，崇尚深入到当地

人中体验真实特色文化的旅

行。乐行是航运从业者，现

居世界航运大国希腊的首都

雅典，多次在国内和欧洲之

间轮调。在旅行中乐行会尝

试让当地文化与中华文化交

流碰撞，每次总会收到令人

难忘的效果，也更加深他对

当地文化的理解。

新 浪 微 博：@ 乐 行 希 腊 

weibo.com/miaobin

悦临

本名袁媛，现居雅典，曾供

职于联合利华中国市场部。

一颗不甘安定的心和对爱情

的信念让她随着乐行一起浪

迹天涯，路途中与当地人的

交流也不断丰富着她的音乐。

如今在雅典创立了如见文化

工作室，致力于中西文化交

流，已在圣托里尼和雅典举

办了希腊有史以来首次古琴

音乐会，反响热烈。

新 浪 微 博：@ 悦 临 雅 典 

weibo.com/yuelinyadian

乐行和悦临的博客：www.

meetculture.com/blog

聪明旅行家

关于雅典About At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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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 北京   单位（RMB）

雅典 & 北京生活水平比一比
（近期汇率 / 截至 2 月 9 日汇率为 1€=7.11RMB）

Athens in Numbers
从数字看雅典

公交车票价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一杯咖啡 一场电影一瓶矿泉水

8.53
(1.2 € )

1

35.55
(5 € )

3.56
(0.5 € )

18 12.80
(1.8 € )

20

49.77
(7 € )

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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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第一大城市，希腊 40% 的

人口都集中在雅典

希 腊 旅 游 局 发 布 数 据， 今 年

1~7 月到访雅典机场游客数量

达到 188 万，同比增长 31%,

中国游客的上升趋势尤为明显

31%

约 380 万余人，约为北京人口

的 18%，多为希腊人，主要信

奉东正教

380

1834 年雅典取代纳夫普利翁成为希腊独立后首都，当时的奥托国王

着手对这个人烟稀少、伤痕累累的城市进行了大改建

1834

有夏令时和冬令时之分，夏令

时比中国晚 5 小时，冬令时比

中 国 晚 6 小 时， 夏 令 时 开 始

于每年三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日

1:00（格林尼治时间）开始，

至 十 月 份 最 后 一 个 周 日 1:00

（格林尼治时间）结束

62004

算上郊区雅典约有 412 平方公

里，大概是北京面积的 2.5% 

412

1&40%

作 为 现 代 奥 运 会 的 发 源 地，

1896 年曾举办过第一届夏季奥

运会，2004 年举办的 36 届夏

季奥运会通过传统与现代结合

的开幕式，再次成功向世界展

现了希腊数千年的文明历史

35
典型地中海气候，夏季最高温

度 35℃，冬季最低温度 5℃。

夏季炎热干燥，阳光强烈；冬

季温和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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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希腊的首都雅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古希腊诸神，尤其是雅典娜，
这位让这个城市得名的智慧女神。多少年前，雅典娜和海神波赛冬为了成为这个城市的保护神，

经过了激烈的竞争，最终雅典娜赢得了雅典人的心，在卫城上拥有了一座帕特农神庙，
而波赛冬则只能在雅典最东南端的天涯海角留下一座海神庙。

历史文化 • 雅典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雅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孕育了几千年的文明。早在公

元前 2000 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公元前 8
世纪，爱奥尼亚人在这里建立了强大的雅典城邦。

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公元前 5 世纪，雅典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拥

有辉煌的创新和成就，这段黄金时代对欧洲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最

根本的影响，直至今日，欧洲各国仍然公认自己的文明是来源于

希腊。那个时期的希腊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学、建筑、

戏剧、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今我们在卫城，在各

个博物馆，都还可以感受到当年的繁盛。

这个城市还孕育了无数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如苏格拉底、

伯里克利、阿里斯托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里庇得斯等等。

至今在 Filopappou 山脚下苏格拉底曾经被关押的监狱，还默默地

回忆着他曾经的论道。

雅典曾经经历过多次战争，比如公元前 492 年的希波战争，公元

前 431 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也曾经经历

多次繁盛和衰落，比如古希腊时代的强大城邦，中世纪时期的衰落，

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复苏，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再次衰落。

1832 年希腊正式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独立，1834 年 9 月 18 日，

雅典取代纳夫普利翁成为希腊的首都。经历过千年战乱，这座古

老城市终于开始了现代的发展。1896 年，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

奥运会，当时使用过的场馆为帕纳辛纳克体育场，在 100 多年后

的 2004 年，才再次举办了第二次奥运会。

通过电影 / 书籍提前感受雅典

游览雅典这个历史底蕴如此深厚的城市，需要做好相关的文化知

识储备。我们年少时都读过或者接触过希腊神话故事，其中错综

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美丽的故事情节，都曾经深深吸引着我们，而

这些也是古希腊文化的精髓。在雅典的角角落落，你都或多或少

能找到这些神灵千年前的踪迹。推荐《完全图解 - 希腊神话故事》

这本书，书里通过简短有趣的故事和清晰的关系图为我们讲述了

希腊诸神的故事。

如果喜欢看电影，那选择就更多了，因为希腊神话的丰富性，使

编剧更青睐于此，比如《诸神之战》《亚历山大大帝》《海神的

诅咒》等都是不错的，可以通过这些电影快速学习重要的希腊神

话故事。而喜欢文学类作品的则推荐《奥德赛》和《伊利亚特》，

这两本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史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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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春

4~5月

气候 & 提醒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雅典也不例外。气温开

始逐渐回升，阳光明媚，

雨 水 减 少， 满 山 的 雏

菊最先开放，然后便是

早熟的杏花、南欧特有

的紫荆、浪漫的紫丁香

以及成熟的野核桃。早

晚仍然有点凉，最低在

12° C 左右，白天最高

气温可达到 22° C。

国庆节 / Greek National Day 3 月 25 日

1821 年 3 月 25 日，希腊爆发了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独立战争，1822 年 1 月 13 日，希腊人在

埃皮扎夫罗斯宣布独立，摆脱了土耳其对希腊近 400 年的统治。因此 3 月 25 日这天成为了希腊国庆日，

也称独立日。每年的这天，宪法广场以及各个行政区域广场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其实希腊还有另

外一个国庆日，叫 Ochi day。这是 194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军队袭击希腊海军，同年

10 月 28 日墨索里尼要求希腊允许意大利军进入希腊，当时希腊总理勇敢地说不即 Ochi, 带领军队顽

强抵抗并击退了意军，因此希腊人将 10 月 28 日这一天定为国庆日。相比而言，3 月 25 日的国庆游

行更隆重和盛大些。

［节庆活动］

最佳出游时间

行前计划Before the Trip

雅典属于四季比较分明的城市，常年阳光普照，因此一年四季适宜游玩。夏季 7 至 9
月是旅游旺季游客比较集中，景点处会相对拥挤。雅典在其他季节也各有特色，如春
天最盛大的复活节，秋天全城出动的马拉松盛会和冬天的北部滑雪。许多游客来雅
典游览后都会坐船去希腊岛屿游玩。希腊有超过 3000 个岛屿，每个都各有特色，从
雅典再去体验一下岛屿风情，这样才算是完整的希腊游。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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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 & 提醒
夏天的雅典，是尽情享乐

和艺术生活的时间。阳光

充足，雨水稀少，日照时

间持续到晚上八、九点。

从雅典人身上可以感受

到那种雀跃兴奋的气息。

一年之中最盛大的同时

也是欧洲十大艺术节之

一的雅典 & 埃皮扎夫罗

斯艺术节就在夏天举行，

此外雅典的各个剧院和

音乐会几乎每天都上演

着不同的戏剧、音乐会

和各种演出。到了 8 月，

雅典市中心几乎变为空

城，因为大部分雅典人

都会在这个时候与家人

到岛屿上度假。

雅典 & 埃皮扎夫罗斯艺术节 / Athens & Epidavros Festival 

6 月到 9 月   
已经连续举办 56 年的雅典 & 埃皮扎夫罗斯艺术节是希腊最重要的

文化艺术活动，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和希腊本土顶尖的国际音乐、

舞蹈与戏剧表演。其中有两个最为震撼的表演场地，一个是位于

卫城附近建于公元前 161 年的阿迪库斯露天剧场，另外一个则是

位于埃皮扎夫罗斯的古剧院。这两个都是希腊保存最好的古建筑，

拥有气势磅礴的下沉式广场和斑驳沧桑的大理石座位，在这里你可

以强烈感受到当年古希腊对艺术至高的追求与崇尚。

  www.greekfestival.gr/en/

［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

Summer6 ~9 月

夏

8 月满月节 / Full Moon 

Festival 8 月中旬左右

每年 8 月的月圆之夜，雅典各

个历史景点如卫城、古罗马市

集、阿迪库斯露天剧场等都会

举行免费户外音乐会或者戏

剧演出。这一天的市中心格

外热闹，古典音乐开始奏响，

人们跟着唱和，那一刻你会

感觉自己仿佛徜徉在梦幻的

艺术仙境里。

雅典露天电影节 /Athens Open Air Film Festival  6 月到 9 月

在古希腊时期，雅典人就已经有在户外看戏剧的习惯。得天独厚的好天气使得雅典人无论是吃饭，

谈事还是看电影都倾向选择户外。他们对于户外环境的要求也极其挑剔，因此大部分户外电影院都

有很好的景观，如果看电影中途累了，不妨抬头望一望，不远处便是壮观的卫城夜景。雅典的电影

票价也相当实惠，平均一张 8 欧左右。白天逛完历史遗迹，与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朋友一起看一场浪

漫的露天电影，这才是在雅典最真实的体验。电影节具体信息可以在雅典市政厅官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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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活动］

圣诞节 / Christmas 12 月 25 日

圣诞节之于希腊人的重要性仅次于复活节，这个时候大多数岛上

的居民都会回到雅典过圣诞节。希腊人相当重视家庭，因此圣诞

节基本都会选择在家里和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各大商场也

都装扮出浓浓的圣诞气氛，几乎每家每户都会购置自己的圣诞树，

并细心装饰一番。平安夜当天有一个有趣的习俗，当地的小孩会

带着三角铁到附近到挨个每家每户敲门，如果得到户主同意，他

们将唱一曲圣诞颂歌并送上美好的祝福，而户主也会将准备好的

零钱送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winter
冬

气候 & 提醒
进入冬季后，平均温度

在 10 ℃ 至 12 ℃ 左 右。

十二月和一月应该是全

年雨水最多的时候。冬

天的雅典慢慢地回归了

原本平静的面貌，这时

候的游客不多，是一个

人 静 静 漫 步 在 卫 城 和

Plaka 老城区的好时光。

冬季的雅典日出和日落

是非常迷人的。雅典北

部在一月到二月会下雪，

因此也可以选择去北部

滑雪。 

12~ 3 月

狂欢节 /Apokries 

复活节前十周

持续三周的狂欢节是雅典最疯

狂的时候，最后一周的周末，

从市中心各个重要景点到各区

域广场，奇装异服的人们涌到

街上狂欢派对。希腊最大的狂

欢节活动在位于雅典西部 3 小

时车程的帕特雷。

气候 & 提醒
雅典的秋天依然相当热

闹，许多雅典人依依不

舍地从岛屿休假回来，

心情仍然处在休假状态。

因此市内的文化艺术活

动依然接连不断。整体

气温适中，雨水也依然

不多，这时候其实非常

适合来雅典休假。少去

了夏天的拥挤，却仍然

保留夏天的余温，温暖

的海水依然适合游泳。

［节庆活动］

雅典马拉松 Athens Marathon 11 月第一周周日

奔跑是人类原始的欲望，向往自由、宁静以及不断的自我挑战和突破。在公元前 490 年，希腊联军

在马拉松战役中击败波斯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希腊士兵费迪皮迪兹带伤从马拉松狂奔 40 公里，

跑回雅典城传捷报。他高喊着“欢呼吧，雅典人 , 我们胜利了 !”最终因体力不支，倒地殉国。为了

纪念这位伟大的跑者，现代马拉松运动因此而诞生。雅典马拉松路线按照当年希腊士兵费迪皮迪兹

的路线，从马拉松一路向西，终点是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全程 42.195 公里。今年参加的中国人数

更是远远超过过去好几年的总和 , 如果你也是跑步爱好者 , 那就来雅典体味最经典的马拉松吧 !

秋

10 ~11 月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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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Hotel

每年的 11 月到次年 4 月复活节之前是雅典的旅游淡季，温度较低，
大概在 10~15 度左右，有时会有大风和降雨。而 7 月中至 9 月则是旅游旺季，不过雅典本来人口密集度不高 ,

所以跟国内旺季或者圣托里尼旺季相比起来还是不算拥挤。预定旺季的住宿最好提早两个月左右，
否则很难订到理想的。最佳出游建议在每年的 5 至 6 月或者 9 至 10 月，
房价比较划算而且不会拥挤。不过近年来由于希腊游在中国的日益升温 ,

十一假期的时候市中心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下面列出的价格是旺季的价格，淡季会稍有下调。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Where to stay 最优住宿推荐

Syntagma & Plaka
这块区域是雅典最中心的区域，也是最热闹的地方。当然除了白天的繁华，这里还是一个不夜城。雅典人喜欢夜生活，许多 party 或

者聚会都会持续到凌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酒店会很喧闹，只要选择得好，既可以享受市中心的繁华，还可以安静地休息。当然，

最重要的是还能看到夜晚闪耀着的卫城。

New Hotel

舒适型 | 当代艺术风格的新潮酒店
位于老城区 Plaka 的这家极具设计感的新潮酒店曾获得过国际

设计大奖。由于酒店老板拥有商人和当代艺术收藏家的双重身

份，这家酒店的每个房间都是一个当代艺术展览空间，里面的

家具全是手工制作，每个房间的墙壁上都挂着不同的当代艺术

装置，就连门卡都是各种有意思的图案而不是枯燥的数字。其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到达市区各个景点也是步行距离。如果你

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那就来这里没错了。

  16 Filellinon St, Athens, 105 57 
  双人标间 200 欧 / 晚，豪华套房 250 欧 / 晚以上

  www.yeshotels.gr/category/hotels/new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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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Grande Bretagne

奢华型 | 雅典市中心最豪华套房
这家位于宪法广场和议会大厦对面的五星级酒店年代悠久，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豪华酒店。酒店于 1962 年为来访的国家元首而建立，

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奢华的古典主义建筑已经成为雅典市中心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如果预定得早可以住在面朝卫城的客房，还能看到议

会大厦每天的侍卫换岗。住在这里游览雅典市中心景点用步行即可解决。顶层的 Roof Garden Restaurant 也是一个热门景点，除了品尝

美味的地中海美食和欣赏壮丽的卫城和帕特农神庙景观外，还有一个拥有奥林匹克体育场（Olympic Stadium）景致的游泳池和 SPA 中心。

  1 Vasileos Georgiou A'Str., Syntagma Square, Athens, 105 64
  双人豪华套房 400 至 1000 欧 / 晚     
  www.grandebretagne.gr   

Hotel Grande Bretagne

Kimon Hotel

经济型 | 性价比最高的市中心酒店
同样位于老城区 Plaka 的这家酒店可谓是

性价比相当高的一家酒店。房间里基本设

备很齐全，地理位置优越，提供无线服务，

服务热情周到。逛累了晚上可以在顶层露

天花园喝点东西，静静欣赏远处璀璨的卫

城。更让人惊喜的是能看到卫城景观的房

间也在 100 以内的价位，绝对是物美价廉

的选择。不过要记得网上提前预定免得旺

季被抢光。

  16 Filellinon St, Athens, 105 57 
  双人间 55 至 88 欧 / 晚   
  www.kimonhotelathens.com

Kimon Hotel



Qunar 骆驼书  |  11

360 Degree

 Grecotel Pallas Athena

Grecotel Pallas Athena

奢华型 | 可能是雅典最好的精品酒店
这家精品酒店于 2014 年重新装修过后焕然一新，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使得房间多

了一丝人情味。每个房间都各有特色，比如可爱蓝精灵风、前卫日本娃娃风、温暖

插花风、浪漫甜蜜风等等。酒店一层的画廊经常展出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

此外这家精品酒店还提供市区文化之旅以及浪漫情侣套餐，贴心的服务使得每位住

过的客人都赞不绝口。

  65 Athinas & Lycourgou Street , Athens, 10551
  双人标间 200 至 800 欧 / 晚

  www.grecotelpallasathena.com

360 Degree

舒适型 | 拥有最美雅典景观的酒店
位于 Monastiraki 广场的 360 Degree 酒

店最出名的是其楼顶的无敌美景咖啡馆，

俯瞰川流不息的 Monastiraki 广场，远望

雅典卫城全景。采用中性色系装点的酒店

有一种居家的舒适感，浴室里提供的是国

宝级天然护肤品 Korres 产品。酒店旁边

就是 Monastiraki 地铁站，离主要购物街

道 Ermou street 和 老 城 区 Plaka 以 及 市

中心景点都是几分钟步行距离。酒店热情

周到的服务也常常得到游客赞赏。

  Ifaistou 2 | Monastiraki, Athens 10555
  双人标间 140 至 250 欧 / 晚  
  www.three-sixty.gr/index.html

Monastiraki & Thisio
这个区域位于宪法广场的西面，虽然稍显破旧，但这里是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地方，有许多不错的咖啡馆，周日的跳蚤市场也在这里。

其中心是常年热闹非凡的 Plateia Monastirakiou 广场。往西一点是非常有格调且安静的 Thisio 地区，有许多新古典主义建筑和有意

思的小店和画廊。

Evripides Hotel

经济型 | 物美价廉的便利酒店
经济实惠的 Evripides Hotel 距离 Monastiraki 地铁站只需 5 分钟步行，其他市内

景点也非常容易步行抵达。酒店位于 Monastiraki 西北部 Psyrri 区域 , 也是雅典

的“SOHO”区，这里有许多餐馆、酒吧、剧场和画廊。屋顶露台可以俯瞰城市

全景，可以在这里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欣赏雅典卫城的壮丽景色。

  79, Evripidou str. Athens 10553   
  双人标间 50 至 75 欧 / 晚  
  www.evripideshotel.gr

Evripides Hotel



Qunar 骆驼书  |  12

Electra Palace Athens

奢华型 | 具有希腊神话色彩的五星级酒店
这家地理位置优越、面朝卫城的 Electra Palace Athens 酒店是连锁五星级酒店，其名

字厄勒克特拉 Electra 源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次女的名字，弗洛伊

德所说的恋父情结指的就是厄勒克特拉情结。豪华客房卫星电视空调等一应俱全，顶

楼是漂亮的游泳池，游累了可以在旁边的餐厅享用地中海美食，观赏卫城美景，或者

享受酒店的 Spa 水疗。

  18-20 N. Nikodimou Street., Athens 10557   
  双人标间 200 至 300 欧 / 晚

  www.electrahotels.gr Electra Palace Athens

Koukaki & Makrygianni
这个区域位于卫城南面，距离市中心也相当近，但却多了几分干净清爽和宁静安详。这里游客不多，也是许多雅典本地人的居住区域。

Koukaki 的菲洛帕普山 Filopappou Hill 非常值得一去，山脚下有曾经囚禁苏格拉底的监狱，沿着山路步行 15~20 分钟即可来到山顶，

一览众山小的景观会让你豁然开朗。

The Athens Gate Hotel

The Athens Gate Hotel

舒适型 | 近距离感受古迹的魅力
面 朝 宙 斯 神 庙 的 The Athens Gate 
Hotel 是一家四星级酒店，距离新卫城

博物馆仅 100 米。装修风格现代简约，

7 楼顶层有露天吧台和餐厅，冬天还有

室内壁炉。前排房间面朝宙斯神庙，

后排房间面朝帕特农神庙，优越的地

理位置常年受游客欢迎。

  18-20 N. Nikodimou Street., Athens 
     10557 

  双人标间 150 至 170 欧 / 晚 
  www.athensgate.gr/html/

    accommodation-eng.htm

Alice Inn

Alice Inn

经济型 | 小有情调的当地民宿
老板 John Consolas 是希腊爱尔兰血统，用其祖母名字 Alice 来命名这家新古典主义

风格的民宿。房间布置相当有格调，且每个房间的名字都有一段故事。距离市中心景

点照样是步行距离，除了房间还有一间图书馆风格的休息区，厨房和客厅公用。总共

只有三个房间，相当抢手，所以如果感兴趣要手快。

  9 Tsatsou Str., Athens 10558
  双人标间 50 欧 / 晚 , 两晚起订 
  aliceinnathe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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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 Hotel Piraeus

经济型 | 温馨便捷的希腊风旅馆
家族式经营管理的 Argo Hotel Piraeus 是一家挺有人情味的旅馆，房间不大但是看

得出来其装修和布置都是下了心思的，房间基本设备也都配备齐全。优越的地理位

置自然不在话下，此外还为住客安排旅游行程和预定轮渡船票。在这里有一种住在

希腊人家里的亲切感。

  23-25 Notara street, Piraeus, 18531
  双人标间 40 至 55 欧 / 晚 
  argoanitahotel.com

Argo Hotel Piraeus

Pireaus 比雷埃夫斯
许多游客选择住在这个区域的原因是出发去海岛更方便，特别是乘坐早班船。位于雅典以南萨罗尼科斯湾畔，比雷埃夫斯是希腊主

要港口，也是地中海重要港口之一，从雅典出发到各个岛屿以及周边国家的轮渡都在这里出发。由于港口的繁华，也带动了这一带

的城市发展，大街小巷都非常热闹。这里除了有美丽的港口风景，还有味道鲜美价格实惠的海鲜餐厅。

Piraeus Theoxenia Hotel Piraeus Dream Hotel

Piraeus Theoxenia Hotel

奢华型 | 比雷埃夫斯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 
这家酒店是这一带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地理位置十分便捷，无论是赶早班船还是

乘坐公共交通去市中心游玩都相当方便。酒店位于比雷埃夫斯商业区中心，距离港口

步行 15 分钟即可，如果赶早班轮渡来不及吃早饭，酒店服务员还会贴心准备好三明治。

  23 Karaoli and Dimitriou Str., Athens 18531
  双人标间 100 至 220 欧 / 晚     
  theoxeniapalace.com

Piraeus Dream Hotel

舒适型 | 风景优美食物可口的酒店
这家坐落在比雷埃夫斯市中心的酒店

舒适干净，距离港口只有 50 米，距离

机场大巴 (X96) 大巴站也就 600 米而

已。顶层花园餐厅可以让你一边享受

美食一边观赏港湾美景。这里提供的

早餐也相当美味，前台服务员也会耐

心解答你关于雅典旅游或者乘坐轮渡

等相关问题。

  Notara 78-80 & Philonos 79-81, 
    Piraeus, 18535

  双人标间 80 至 100 欧 / 晚 
  piraeusdream.gr/?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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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ystal Blue Hotel

The Crystal Blue Hotel

经济型 | 超划算价格感受海滨生活
距离 Glyfada 海滩仅 200 米距离的 The Crystal Blue Hotel 是一家装修风格独特的

酒店套房，房间用色大胆新奇，保留古典美之余也不乏现代气息。酒店到 Glyfada
购物街只有 5 分钟步行距离。部分房间还配有 spa 水疗浴缸和城市景观大阳台，这

么实惠的价格也难怪他们家的酒店每次都很快被预定满了。

  45, Dimarhou Metaxa & Eleftherias, Glyfada 16674
  双人标间 50 欧 / 晚 
  www.crystalblue.gr/hotel-glyfada/hotel_crystal_blue_index_en.html

Blazer Suites Hotel

舒适型 | 体验欧洲人享受生活的方式
这家酒店典雅大气的装修风格、景色优美

的阳台、常年开放的游泳池、宽敞的房间

格局和魅美丽的酒店花园会给你一种真正

海边度假的休闲感，而且周围的环境还少

去了市中心的喧闹。酒店里居住的大部分

是比较会享受生活的外国人，他们会花一

天的时间在附近的海滩游泳、发呆和晒太

阳，晚上就会到 Glyfada 市中心热闹的酒

吧继续狂欢至午夜。

  Karamanli Avenue 1, Voula 16673
  双人标间 175 欧 / 晚 
  www.brasilhotel.gr/index.php/en/

Glyfada
位于雅典东南 12 公里处，是美丽迷人的海滨郊区 Glyfada，距离市中心、比雷埃夫斯港口车程大概半小时左右，机场车程 25 分钟

左右。虽然这里并不太为中国游客所知，但实际上这里早已是外籍人士的热门居住地。在夏天许多雅典人都会驱车来到这边的海滨，

在爱琴海边度过他们的悠闲时光。Glyfada 是阿波罗海岸的起点，这段海岸线一直向南延伸到苏尼翁角 Cape Sunion。此外这里也

有许多国际知名的酒吧、餐馆和商店。

Blazer Suites Hotel

Hotel Brasil Suites

奢华型 | 时尚高档的精品酒店
这家酒店位于 Glyfada 购物街附近，距离主要购物中心只有两个街口的距离，现

代简约的设计风格，全年开放的室外游泳池，距离海边也就 15 分钟左右步行距离。

作为这个高档海滨社区最奢华的酒店，这里的服务和设备都无可挑剔。每个房间

都有超大阳台，可以晒晒太阳喝杯咖啡，或者去购物街逛逛，体验一下雅典新兴

富人们的生活方式。

  4 Eleftherias str., Glyfada 166 74
  双人标间 235 至 280 欧 / 晚

  www.brasilhotel.gr/index.php/en/Hotel Brasil Su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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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交通工具

外部交通

飞机 / 国航目前开通了北京经停慕尼黑至雅典的航班，每周三周

六出发。俄罗斯航空、阿联酋航空、土耳其航空、埃及航空以及

埃迪哈德航空都常年有往返中国和雅典的航班，主要出发城市集

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建议提前至少三个月买票。

机场交通：从雅典国际机场到市中心可以选择大巴、地铁或者出

租车。

机场大巴 / 24 小时开通，走出机场的 4 号和 5 号出口就可以看

到公交车站，售票亭在 5 号出口左手边，在售票亭买票上车即

可。X93: 机 场 -Kifisou(65 分 钟 )；X96: 机 场 -Pireaus 码 头（90
分钟）；X95: 机场 - 市中心 Syntagma 宪法广场（60 分钟）；

X97: 机场 -Elliniko（45 分钟）。普通票价 5 欧元。详细时刻表可

以在公交站牌上看到，也可以上网查阅：www.oasa.gr/content.

雅典交通总体而言还是比较便捷的。市中心集中了大部分古迹和景点，餐厅和咖啡馆随处可见，基本步行即可到达。
时间充裕的话可以乘坐这边的 HAPPY TRAIN 游览市中心或者乘坐有轨电车游览海滨大道。

雅典的交通费用相比欧洲其他国家而言相当经济实惠，大部分公共交通营业时间都很长。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How to get around

php?id=airlines&lang=en。从市区前往机场的时候，可以直接上

车跟司机买票，不用提前买票。

地铁 / 每隔半小时从机场发车，从机场到市中心 Syntagma 宪

法 广 场 站 大 约 40 分 钟。 从 机 场 出 发 第 一 班 6:35 分， 末 班 车

23:35。普通票价 8 欧元，两人优惠价格 14 欧元，70 分钟内允许

换乘其他地铁线。

出租车 / 机场 2 号口和 3 号口出门就是出租车停靠站。费用基本

固定，05:00~24:00 是 35 欧元，24:00~05:00 是 50 欧元，这个

价格包含所有税费和过路费等等。如果看到司机没有打表你有权

利要求他打表。

  www.athensairporttaxi.com/index.htm

轮渡 / 旺季时每天都有从希腊各个岛屿到达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

最佳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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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Pireaus) 的轮渡。旺季时最好提前一天到船公司买票，船票

资讯可以到这个集合网站查询 www.gtp.gr/RoutesForm.asp ，然

后再单独在轮渡公司网站买票，这样可免掉手续费。注意这里输

入的都是码头名字而不是城市名字，因此要先在相关网站上查好

码头名字再买票。主要的船公司包括 Blue Star Ferries, Hellenic 
Seaways,Seajets 等等。

内部交通

公交车 / 雅典公交车到站时间相对比较难把握，因此需要有一点

耐心。普通票价 1.2 欧元，70 分钟内可以免费换乘其他交通工具。

一天所有交通通票是 4 欧元 ( 不包含机场快线 ),3 天旅游交通套

票是 20 欧 ( 包括往返机场费用 )。更多具体信息可以查看 www.
oasa.gr/pdf/tickets.pdf.

有轨电车 / 有轨电车的速度相对所有交通工具来说应该是最慢的，

不过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乘坐 2 号线从市中心到 Glyfada 沿途观赏

雅典海滨大道风光倒是不错的选择。普通票价 1.2 欧元，70 分钟

内可以免费换乘其他交通工具。

地铁：地铁交通相比公交车和有轨电车都更便捷，只是偶尔运气

不好会遇到罢工。普通票价 1.2 欧元，70 分钟内可以免费换乘其

他交通工具。

出租车 / 出租车价格与上海差不多，车体为黄色，在雅典大部分

地方都比较容易打到车。推荐使用 Taxibeat app，不仅可以随时

叫附近的车 , 还能选择口碑好信誉有保障的司机。另外可以使用

这个网站提前估算一下车程和价格：www.taxifarefinder.com/

通讯

购买当地手机卡 / 最近 Vodafone 希腊为了迎合日益增多的中国

游客需求，推出了国际卡中国版。充值 10 欧元后，可以拨打中

国手机和固话 600 分钟，同时获赠 500MB 4G 网络流量（在希

腊短途旅游足够了）。而且这个中国版有中文语音菜单，由悦临

为 Vodafone 录制，不用担心听不懂希腊语或者英语。如果只需

要在希腊通话以及流量，则可以选择预付卡 5 欧元套餐即可，

包括 200 分钟希腊境内话费和 500M 流量，各大电讯运营商如

Vodafone、Cosmote、WIND 的实体店均有出售，此外也可以在

任意一个报刊亭 Periptera/Kiosk 买到，购买时需要提供护照信息。 
网络：一般的饭馆、咖啡馆和酒店都有免费无线网络提供，最近

雅典还在计划在地铁内推出免费 WIFI 项目。

明信片 / 来到雅典，买一张经典的帕特农神庙或者老城区 PLAKA
明信片寄给朋友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市中心的纪念品店、书店、

报刊亭或者博物馆都有明信片出售。通常 0.5 至 0.8 欧一张。邮

局的营业时间是周一至周五 7:30~14:00，具体邮费可以问邮局，

如果寄到国内大概 80 欧分左右。除了邮局，报刊亭也代售邮票，

不过最好提前了解好所需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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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不仅仅只有看古迹一种旅游方式，通过各种体验与曾经的古老文明相遇，
这才是真正雅典的迷人之处，如果有时间，

不妨来走走转转，用心去和这座传奇城市对话，相信会对雅典有更多的感悟。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小众体验

top10

01 利卡维多山 Lycabettus Hill 登高望远
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山不仅是雅典的最高点，还有一个美丽的传

说。根据希腊神话记载，雅典娜女神在修建卫城里的雅典娜神庙

时想使神庙尽可能地靠近上天，于是一个夜晚她从雅典东北部的

Penteli 山（那里盛产白色大理石）搬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放到正在

建设的雅典娜神庙上。但在搬运过程中，两只黑鸟告知了她一个

非常紧急的坏消息，匆忙愤怒中她把石头掉在了现在利卡维多山

的地方，成为了如今这座海拔 278 米高的大山。这里曾经绿树葱郁，

山顶还有一个宙斯神庙，但在土耳其殖民期间已经不复存在。在山

顶你可以将雅典整个城市尽收眼底，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建于 1965
年的三千人露天剧场，夏天雅典节的时候这里是经常上演戏剧和音

乐会。

  可以选择步行、包车或者在 Ploutarhou 顶上乘坐缆车。天气好时

间充裕建议步行，这里也是雅典人周末全家钟情的登高望远之地

02 看一场露天电影
希腊人非常喜欢亲近大自然，因此你会发现大部分餐厅都有户外

座位，哪怕是冬天也有不少人喜欢坐在室外。看电影也一样，虽

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越来越多的室内电影院，但是在夏天，

雅典市中心依然有不少风景优美的户外电影院。对着月光和远处

灯光照耀下的卫城，看一场露天电影依然是雅典人夏季夜晚的一

大乐事。最出名的当属扎皮翁宫 Zappeion 花园里的 Aigli 了， 此
外能看到卫城景观位于 PLAKA 的屋顶露天电影院 CINE PARIS
和位于 THISION 的 Cine Thisio 都是不错的选择。

经典雅典Classic At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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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在千年历史的阿迪库斯露天剧场
         Herodes Atticus Odeon 欣赏雅典艺术节
希腊人对艺术的推崇和热爱从未间断。自古希腊，每年古希腊人

通过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活动歌唱狂欢，由此诞生了戏剧。而

在今天，一年一度夏季的雅典和埃皮达夫罗斯艺术节已经成为欧

洲最主要的艺术节之一，从每年的六月到九月，雅典大大小小的

剧场和剧院将成为艺术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的音乐、戏剧、

舞蹈、和展览都将在雅典上镜。而拥有千年历史的阿迪库斯露天

剧场，则是最重要和最隆重的演出场地，只有国际上最优秀的演

员才能在这里演出。

  www.greekfestival.gr/en/.

04 菲洛帕波斯山 Filopappou Hill

         ——远观卫城最好的地方
菲洛帕波斯山也叫缪斯之山 Hill of Muses，这里曾经有一个供

奉缪斯的神庙，后来罗马时期叙利亚地区的王子 Gaius Julius 
Antiochus Philopappos 由于热爱雅典和希腊文化，死后留下遗

嘱葬在这里，因此在山顶修建了一座纪念碑，这座山也因此重新

命名。山脚下是曾经关押苏格拉底的监狱，沿着石阶一路向上不

到 15 分钟便可以来到一个观景平台，这里曾经是防御堡垒。站在

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卫城从山门到帕特农神庙和雅典娜胜利女

神殿的全景，还能看到阿迪库斯音乐厅高耸的城墙，附近的阿提

卡山地和萨罗尼克湾景象。



Qunar 骆驼书  |  19

05 Planetarium 天文馆
        —世界上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数字化天文馆之一
自 1966 年就开放的雅典天文馆是天文爱好者和小朋友喜欢的地

方 ,2003 年经过重新装修后再次向公众开放。25 米直径、面积达

950 平方米（相当于 2.5 个篮球场大小）的球形穹顶剧场是其最

大的亮点，这个 360 度 3D 剧场可以容纳 280 人，主要播放天文

地理和 IMAX 为主的影片，让你身临其境感受大自然的奥妙。此

外还有 1800 平方米的互动自然科学多媒体展览厅、会议厅和图

书馆，里面的声音和多媒体互动展览能让你体验当一回导演或音

响师的乐趣。

  Syngrou 387, Palio Faliro
  6 欧至 8 欧不等

  周三至周五 17:30~20:30，周六日 10:30~20:30,
     周一周二不对公众开放

  www.eugenfound.edu.gr/frontoffice/portal.asp?cpage=node&cnode=21

06 泛雅典体育场——世界上唯一一座大理石体育场
泛雅典体育场亦名帕那辛纳克体育场或者 Kallimarmaro（意思为

漂亮的大理石），她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全部用大理石兴建的大型

体育场。公元前 330 年这里是一座用木头建起来的体育场，因战

乱而受到多次毁坏，后来于 1896 年为了举行第一届现代奥林匹

克运动会而重建，现在可以容纳六万名观众。2004 年雅典奥运会

的马拉松比赛终点就在这里。除了气派宏伟的体育场，场馆里还

收藏了非常珍贵的历届奥运会火炬。如果是跑步爱好者，也不妨

为了一年一度的雅典马拉松来一趟雅典，体验最纯正的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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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Parnasos 帕尔那索斯北部滑雪
冬天在雅典，生活依然可以相当丰富。位于雅典北部的帕尔那索

斯山滑雪场是希腊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滑雪场，每年 12 月

到来年 4 月对游客开放。帕尔那索斯山海拔 2260 米，常年积雪，

壮观的地貌和丰富的植被使其成为希腊境内极其著名的一座山。

雪场建在海拔 1600 米到 2250 米的地方，有 19 条滑道，全长 36
公里，从初学者到资深滑雪爱好者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滑道。

配套设施如餐厅、咖啡馆、滑雪器材店和儿童游乐场一应俱全。

10 Bouzoukeia 音乐厅
雅典市中心 Plaka、Psiri 和 Thission 一带的夜晚相当热闹，希腊

人对音乐的热爱催生了一种叫做 Bouzoukeia 的希腊现场流行音

乐厅。这种音乐类型称为 Laïkó，是用希腊语演唱的民间流行音乐。

在这里，大家可以近距离接触希腊大牌流行明星。在以前，这种

Bouzoukeia 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或者下层阶级聚会的地方，而今天

你可以看到不管老女老少，大家都聚集在这里，随着音乐一起跳舞。

在 1970 年代时还有一个习俗是朝舞台扔盘子，后来改成了扔鲜花。

一种说法是抵挡厄运，另外还有一种说话就是炫耀富足生活的一

种行为。

08 海滨咖啡馆，别样悠闲度假方式
雅典南部市郊一带的海滨风光一年四季都非常迷人，一方面是因

为秀美的海滩美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夏季这里遍布的海滨咖啡

馆。最有特色的莫属位于格利法达的 Balux Café 了。这间世界闻

名的咖啡馆不仅因为其得天独厚的海滨风光，也是因为其独具匠

心的室内设计。宽敞的空间，每一个房间的布置都各有特色，摆

放着老板从世界各地搜集的藏品，木制的家具和柔软的沙发让人

有一种在家的舒适感。拉开明亮的落地玻璃，便是美丽的沙滩和

大海。这里是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可以悠闲地度过一天的好地方。

07 Vouliagmeni Lake

          ——雅典常年可以游泳的恒温湖
雅典以南 20 公里处有一个神奇的恒温湖 Vouliagmeni Lake，背

靠高耸的岩石，四周松树环绕，这里的温度常年保持在 22~29
度。这个天然恒温湖的水来自地下温泉和大海，因此跟海水一样

咸。在湖的底部，有一个长达 3123 米长的石灰石岩洞，据研究

是由于多种地质改变和运动而形成的。在这里你可以尽情游泳，

做 SPA，体验瑜伽。此外夏天的夜晚这里的餐厅还会再湖边举办

小型爵士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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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 世纪中期，古希腊诗人、哲学家阿切斯特拉图（Archestratus）被誉为欧洲美食学之父。
他品尝遍了整个古希腊地区美食，用幽默且学究的诗歌风格，撰写了第一部希腊烹调书，揭开了地中海饮食的奥秘。

尽管已经过去几千年，但希腊美食奉行的极简主义仍然没有改变。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吃货必尝：雅典美食

top10

01 Moussaka 穆萨卡
Moussaka 穆萨卡是最地道的希腊传统特色菜之一，外形上看有

点类似意大利的千层面 Lasagne，底层是煎烤过的茄子片、土豆

片或者葫芦瓜片，中间是预先用洋葱、新鲜番茄、番茄酱以及香

草焖过的牛肉或羊肉馅，最上面一层由美味的奶油白酱做成。新

鲜出炉的穆萨卡，浓醇的香味和诱人的卖相令人垂涎三尺，肉、

茄子与白酱的完美交融，顺滑且浓而不腻的口感，给味觉带来最

大的满足感。

推荐品尝地 Spilia Tis Akropoleos

  Thrasyllou 24 24, 105 58, Athens
  12:00~24:00
  15 至 30 欧

02 Horiatiki Salad 希腊沙拉
Horiatiki 是传统的，乡村的意思，Horiatiki Salad 即希腊最传统

的色拉。这是一道经典地中海菜肴，也是希腊人引以为豪的一道

菜，夏天的时候几乎每个餐桌都能见到这个菜。新鲜的番茄、黄瓜、

青椒、洋葱和闻名全球的 Feta 菲达奶酪（欧盟规定只有希腊出产

的才能叫这个名字），淋上上好的橄榄油、撒上香草牛至和橄榄，

一道色泽艳丽的希腊色拉就做好了。不用担心橄榄油淋的过多，

橄榄油对身体健康好处多多，据说岛上的一些老人们早晨喝一小

杯橄榄油，可以健康长寿，所以夏天的时候尽情享受这份消暑菜

肴吧。

推荐品尝地 Αυλή

  Agiou Dimitriou 12, 10554, Athens
  12:00~24:00
  15 至 30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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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Grilled Kalamari 炸鱿鱼圈
有着漫长海岸线的雅典，海鲜一直是雅典人餐桌上的主菜。爱琴

海的海鲜十分鲜美，因此这里基本只需用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调

制出鲜美的味道。炸鱿鱼圈就是一款经典地中海菜肴，用橄榄油

炸过的鱿鱼圈 Q 弹有嚼劲，淋上新鲜柠檬汁，然后就尽情享用吧。

炸和烤是这里海鲜的主要做法，烤大虾和烤鱼非常值得推荐，另

外脆脆的炸银鱼也很不错。这边许多餐厅都会根据当天情况稍微

调整菜单，因此来到海鲜店后一般可以先问问老板今天有什么新

鲜海鲜，通常都很值得一尝。

推荐品尝地 Maiandros

  Adrianu(Monastiraki), Athens 10431
  8:30~24:00 
  10 至 20 欧

04 Meat stuffed tomato and green pepper 

          酿西红柿青椒
希腊传统特色菜酿西红柿青椒也是一款老少皆宜的菜肴。挖空的

西红柿和青椒内，填满了汁水浓郁的牛肉末、西红柿酱汁、奶油、

欧芹、盐胡椒和米饭，盖上柄盖后放到烤箱里烤一个半小时，香

喷喷的酿西红柿青椒就出炉啦。希腊人基本不单独吃米饭，通常

都混合其他食材一起烹调，这道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希

腊工业很少，农产品一直相当丰富和新鲜，西红柿和青椒是代表

性的农作物，因此这道菜非常值得一试。

推荐品尝地 Prokomenes

  Alsoys 7 Glyfada
  12:00~22:00
  20 至 30 欧

05 Tzatziki 酸奶黄瓜酱
这其实是一种当地特色的酱料，通常搭配面包或者烤肉，或者单

独作为前菜，希腊人称为 Mezedes。浓厚而营养丰富的酸奶混合

橄榄油、搭配黄瓜和洋葱颗粒、柠檬汁、罗勒草以及薄荷或者欧芹，

最后在上面放上一两个橄榄，浓稠而清爽的口感正好可以中和面

包的干涩和烤肉的油腻。这个酱料也会在皮塔饼使用，中和烤肉

的油腻。如果你介意大蒜味的话可以少来点，不过入乡随俗，希

腊人吃起这东西来可是大口大口地畅快着呢，特别是炎热的夏天，

这绝对是仅次于希腊色拉的解暑佳品。

推荐品尝地 To Elliniko

  Lazaraki 28, Glyfada, Athens 16674
  12:00~24:00
  10 至 15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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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Souvlaki 希腊烤肉串，Pita 皮塔饼，Gyro Pita
这些是遍布雅典各个角落最平民的街头快餐，也是很有特色的小

吃。Souvlaki 希腊烤肉串是将肉切块以后，以竹签串起来，放到

网架上去烧烤，类似于烤肉串，有不同的肉类，如猪肉、羊肉和牛肉。

Pita 皮塔饼，是一种圆形面饼，烤好后通常里面会包着不同的肉类、

洋葱、西红柿和黄瓜和酸奶黄瓜酱。如果里面包的是 Souvlaki，
就叫 Souvlaki Pita，如果包的肉是从直立的烤肉架上削下来的烤

肉，那就是 Gyro Pita。

推荐品尝地 Kosta

  Agias Irinis 2, Athens Attica
  周一到周五 9:00~17:00
  1.8 至 10 欧

07 Grilled Lamb 烤全羊
希腊的烤全羊不仅是一道经典菜肴，也是一年之中最盛大的复活

节上一道主菜。据说羊羔 Lamb 是复活节最重要的标志，基督教

以复活节羊羔代表基督本人，以褒奖基督的牺牲。耶稣复活后的

第一天，斋戒结束，几乎每个餐馆都一早开门，将串在铁钳的全

羊涂上美味酱料，用炭火转动烧烤，大街小巷都弥漫着香气和欢腾。

当然，复活节之外，希腊人也非常擅长烹饪羊肉，这边烹饪出来

的羊肉基本上都没有羊肉的骚味。最出名的羊肉一条街当属位于

东南部的 Vari 地区了。

推荐品尝地 Tsolias（其实位于 Vari 一带的餐馆羊肉都不错），

另外市中心也有一些希腊餐馆主菜有焖羊肉，味道也不错

  Leoforos Varis-Koropiou 45, Vari 16672, Greece
  12:00~24:00
  15 至 30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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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Greek Yogurt 希腊酸奶
希腊酸奶闻名于世，不同于一般的酸奶，她的蛋白质含量是普通

酸奶的两倍，富含钙、钠和益生菌且卡路里少，不仅是饭后消食

或者夏日解暑的好选择，也是相当健康的蛋白质来源。近年来在

追求健康的饮食理念驱动下成为了热门选择。浓稠而口感丰厚的

酸奶搭配当地的天然蜂蜜或者蜜枣会更加美味。有些餐厅会在就

餐完后赠送一小碟酸奶有助消食，除此之外，当地的超市也有琳

琅满目的酸奶选择。如果看到国际知名度颇高 FAGE 牌子的酸奶，

不妨买来一尝。

推荐品尝地 Fresko Yogurt Bar

  Dionysiou Areopagitou 3, Athens 11742
  周一到周六 8:00~24:00 
  2 至 6 欧

09 Tiropita 芝士派
奶酪是希腊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食物，平均每人每年吃掉 25
公斤奶酪让希腊成为全世界人均奶酪消耗量最大的国家。热爱奶

酪的希腊人连早餐的时间都不愿意舍弃奶酪，以菲达奶酪 feta 为

主要夹馅，混合其他不同口味的奶酪，用面粉包裹成三角形或者

其他形状，刷上黄油和橄榄油，放入烤箱直至变成金黄色。外面

一层酥脆的油皮搭配里面浓郁的奶酪，地道的希腊重口味早餐。

除了芝士派外，这边的 Spinach Pie 菠菜派也很有特色。这些特

色面包常年在各个面包店均有售卖，除了作为早餐，午餐用来充

饥也是不错的选择。

推荐品尝地 Ariston

  Voulis 10, Syntagma
  周一、三、六 7:00~18:00； 周二、四、五 7:30~21:00, 周日关门

  1.8 至 5 欧

10 Loukoumades 蜜制圈饼
希腊人热爱甜食，许多餐馆饭后会供应甜点，此外甜点也是希腊

人拜访亲朋好友的礼物首选之一。总体而言这里的甜食偏甜，不

过 Loukoumades 蜜制圈饼是我们认为中国人较能接受的甜食之

一。这是一种球状油炸圈饼（没错，又是油炸，希腊人钟情的烹

调方式），配上蜂蜜和肉桂。值得一提是希腊产的蜂蜜，作为希

腊美食三大神器之一（橄榄油、奶酪和蜂蜜），过去被认为是奥

林匹斯诸神的基本食物之一。传说梅利萨 Melissa 女神（此名字

源自希腊语蜂蜜）曾经用蜂蜜喂养宙斯。

推荐品尝地 LUKUMAΔES

  21 Eolou (Agia Eirinis), 105 51, Athens Attica
  周一、四、日 8:00~01:00；周五、六 8:00~03:00
  3 至 10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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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橄榄、橄榄皂、橄榄油］
目前世界上约有 7.5 亿多棵橄榄树，其中 95％生长在地中海地区，希腊约有 6200
多万棵橄榄树。因此这边有着丰富多样的橄榄衍生品，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橄榄油了。

橄榄油曾被荷马称为“液态的黄金”，而希腊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特级初榨橄榄油产

量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其价格也比国内实惠许多。除了橄榄油，橄榄腌制品，

有机橄榄皂以及橄榄木制品也是随处可见，值得购买。推荐位于 Omonia 的 To 
Pantopoleion。这家店出售希腊各地的传统食物、橄榄油、葡萄酒、烈酒和新鲜熟食，

价格公道，品质有保证。

  Sofokleious 1 , Aristidou 交叉路口，Omonia.
  橄榄皂价格在 1 欧到 5 欧不等，橄榄油 500ml 价格在 5-20 欧左右

02

［大理石雕像］
在雅典，几乎所有的古迹都是用大理石

建造而成。卫城、雅典娜神庙、伊瑞克

提翁神殿、宙斯神庙、古剧场、泛雅典

运动场无一不是用大理石砌成。游览完

这些千年遗迹，如果仍恋恋不舍的话，

可 以 买 几 个 大 理 石 雕 像， 如 经 典 的 雅

典 娜、 阿 波 罗 还 有 宙 斯 的 神 兽 猫 头 鹰

等。这些几乎能在大部分位于 Plaka 和

Monastiraki 区域的纪念品店买到。要注

意多比价，可以适当砍价。

在雅典市中心尤其是 Plaka 一带，你会发现琳琅满目的纪念品店铺。
栩栩如生的大理石雕像、丰富多样的橄榄树衍生产品、醇香的葡萄酒、味道独特而厚重的茴香酒、

纯天然护肤品等等，这里几乎可以满足每个年龄层的需求。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达人必买 雅典特色伴手礼

to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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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乌佐酒 Ouzo］
乌佐酒即是茴香酒，也是希腊当之无愧的国酒。据说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茴香酒

了，在拜占庭时期闻名且广受欢迎。茴香酒是由葡萄、浆果和一系列的香料如大茴

香、丁香、当归根、甘草、薄荷、鹿蹄草、茴香、胡荽和月桂等挤压混合煮制而成。

这种酒酒精浓度较高，通常作为开胃菜，先要在茴香酒中加入水，使其从透明色变

为白色即可饮用。这种酒也是一些希腊传统菜肴的最佳配酒。由于其独特浓烈的味

道，因此喜欢的人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就特别不喜欢。

推荐位于 Omonia 的 To Pantopoleion。

  Sofokleious 1 , Aristidou 交叉路口，Omonia.

05

［天然护肤品］
在雅典，除了能买到健康食品，还能买到天然护肤品。最出名的当属希腊国宝级护

肤品 Korres 了，1996 年由药剂师出身的 George Korres 创立。另外一家是我们自

己更喜爱的 Apivita，历史比 Korres 更长，于 1979 年由两位药剂师联合创立。这

两家主打天然无添加的护肤品品牌，从面部、头部到身体乃至男士和婴儿系列都一

应俱全，最让人钟爱的则是 Apivita 的面膜，保湿面霜和私密洗护产品。除了专卖店，

她们均在药房有售，而且常年有 10%~20% 折扣。市中心有许多专门店，另外几乎

每家药房都有出售，价格统一。

03

［葡萄酒］
大家可能比较熟知意大利或法国的葡萄

酒，殊不知原来希腊是最为古老的酿酒国

家之一。古希腊人将葡萄酒视为人类智慧

的源泉。传说葡萄酒是酒神俄狄尼索斯最

先酿造的，每年为了祈祷和庆祝葡萄的丰

收，人们会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希腊

日照丰富，雨量低，土壤肥沃度适中，因

此生产出来的葡萄质量高。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等旧世界的葡萄酒都是从希腊传播

过去的，因此希腊堪称欧洲葡萄酒的始祖。

不需要去专卖店，一般超市有售卖葡萄酒，

而且性价比和口感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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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希腊凉鞋］
希腊凉鞋

希腊凉鞋简约轻巧的设计一直是时尚圈

中经久不衰的鞋款。希腊艺术家 Pantelis 
Melissinos 延续着其父亲、著名的鞋匠

诗 人 Stavros Melissinos 制 作 凉 鞋 的 传

统， 在 市 中 心 经 营 着 凉 鞋 店。 这 家 店

从 1927 年一直开到现在，许多名人如

Beatles, Jacqueline Onassis（美国前总

统肯尼迪的夫人）等都曾经光顾这家店。

尽管如此出名，但他们依旧坚持按照古

希腊式样制作物美价廉的真皮凉鞋。老

板人相当纯朴热情 , 夏天来这定做一双希

腊风格凉鞋，清凉之余还能防滑。漫步

在市中心的石街上 , 体验希腊夏天悠闲安

逸的生活态度，做一回浪漫的希腊女神。

  2, Aghias Theklas St, in Monastiraki – 
     Psirri, Athens.

07

［传统手工艺品］
雅典的传统手工艺品相当精美，如小饰品、陶器、刺绣和用橄榄木制作的木雕家具

以及金银首饰。如果对古董和收藏品感兴趣的可以游览周日开放的 Flea Market，
那里可淘到各种有意思的 vintage 物品。此外，博物馆的纪念品店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里有许多珍贵陶器的仿制品以及精美饰品。位于 Plaka 区域的 Adrianou street
有许多小店售卖希腊传统产品和手工艺品，可以跟店主砍价。如果购买金银首饰

推荐 Apriati，她们在雅典有好几家分店，旗舰店在 3 Stadiou Street, Syntagma 
square，也可以上她们官网查看款式 www.apria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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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Everest 面包店 , 物美价廉的简餐咖啡连锁店

雅典人的早餐不太讲究，许多希腊人一杯咖啡就是一顿早餐。不过庆幸的是与欧洲

其他城市一样，雅典街头巷尾遍布咖啡店和面包店。其中推荐希腊本地连锁咖啡店

Everest，类似于星巴克和 Costa, 但价位却平民许多。简单干净的店铺设计风格，从

意大利浓缩咖啡到果汁一应俱全，面包每天都是新鲜烤制，品种繁多。来一个希腊本

土的芝士派 Tiropita、菠菜派 Spinach Pie 或者特色面包圈 Koulouri，再加一杯希腊

特色冰咖啡 Freddo, 为雅典一天徒步游储备充足的能量。

  Syntagma Square 西侧，麦当劳隔壁

  2 至 5 欧

  24 小时营业

8:30 
哈德良拱门 Hadrian Arch——感受当年罗马皇帝对雅典的钟爱

罗马皇帝哈德良，作为罗马帝国五贤帝之一，在统治期间倡导人文主义，一直非常崇

尚希腊文化，试图将雅典建成帝国的文化中心。在建成宙斯神殿之后的一年，可能是

为了显示其霸气，他派人在宙斯神殿西北处用大理石建了一座高耸的哈德良拱门。门

上的铭文表示着古城和罗马新城的临界点。面朝卫城一侧刻着“这里是雅典，特修斯

从 Syntagma 沿主路 Leoforos Vasilissis 

Amalias 向南直行 10 分钟左右，经过国

家花园后就可以看到，在路左侧

雅典精华之旅

24

雅典要比我们想象的精彩得多，除了那些数千年前遗留下来的历史古迹
和文化遗产，这里作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可惜的
是由于不断遭到外来者的入侵，如罗马帝国的统治、长达 400 年的土耳
其的统治和德国的占领等等，雅典历遭磨难。即便如此，其宏伟的历史
气场仍然笼罩在这片文明之花已绽放将近 6000 年的土地上。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从酒店步行或坐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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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城”，另一面则刻着“这是哈德良的城市，而非特修斯的城市”。

  Leoforos Amalias, Athens
  无
  常年开放

9:00
宙斯神殿 Temple of Olympian Zeus——亲历希腊曾经最宏大的神殿 

据地理学家推测，这座供奉宙斯的神殿最早是由普罗米修斯之子丢卡利翁——一位广

受古希腊人尊崇的古希腊神话人物所建，后来大约于公元前 6 世纪，当时的统治者庇

西特拉图试图重建宙斯神殿，使其成为更宏伟的寺庙，可是由于资金匮乏和王朝的中

断而停工。后来很多领导者试图重建，最终由罗马哈德良皇帝于公元前 131 年建成，

成为当时最宏大气派的神殿。这所神殿由 104 根科林斯式大理石柱支撑（至今只有

16 根保留了下来），长 110 米，宽 44 米。神殿里供奉的是黄金象牙所制的宙斯神像，

可惜今天也不复存在了。

  Leoforos Vas. Olgas
  建议购买包括卫城和其他十个古希腊景点在内的联程票（包括古市集、罗马市场、

     Keramikos、奥林匹亚宙斯庙和狄俄尼索斯剧院等），12 欧元，有效期 4 天

  周二至周日 08:30~15:00

9:30 
逛最美街道 Dionysiou Aeropagitou

位于卫城南坡山脚下的这条大路是雅典市区最漂亮的街道之一。宽敞的林荫大道，石

板铺成的道路，一旁是高高在上的卫城，一旁是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修建的新古典

主义或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路边不时有街头艺人和小商贩，偶尔还能看到马车徐徐

经过。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融合在一起，不仅不突兀，反而给人一种舒心宁静的感觉。

  Leoforos Dionysiou Aeropagitou

10:00 
卫城 Acropolis 和帕特农神殿 Parthenon——感受西方文明的起源

这里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也是见证古希腊文明最重要的地方，这里已被列

从哈德良拱门向南行一百米第一个路口右

转即是

穿过主路，向西直行就是这条街道

在 Dionysiou Areopagitou 路 至

Thrasillou 右拐，路左侧可见卫城的侧门，

如果要去正门就不右拐，继续前行至下一

个路口右拐就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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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卫城 Acropolis 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高处的城市，

哪怕今天在城里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她，曾经有规定雅典城的其他建筑都不能高过

卫城。卫城区域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居住，而最早的神殿是供奉雅典娜保护

神。在公元前 510 年，阿波罗神谕规定卫城是神的领地。卫城最辉煌的重建时期在伯

里克利当政时期，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

从南坡上去，曾经高耸的山门只剩下残垣，右前方是雅典娜胜利女神殿 Temple of 
Athena Nike, 这是为了纪念对抗波斯的胜利于公元前 420 年所建。神殿的左前方是伊

瑞克提翁神殿 Erechtheion，对面的就是帕特农神殿 Parthenon。帕特农意为处女的

房间，是最能代表古希腊辉煌成就的古迹，是希腊有史以来最大的神殿。

  Dionysiou Areopagitou Street, Athens 10558
  建议购买包括卫城和其他十个古希腊景点在内的联程票（包括古市集、罗马市场、

     Keramikos、奥林匹亚宙斯庙和狄俄尼索斯剧院等），12 欧元，有效期 4 天

  夏季 8:00~19:30，周一 11:00~19:30；冬季 8:30~15:00

11:00 
伊瑞克提翁神殿 Erechtheion——曾经波塞冬与雅典娜决战的地方

伊瑞克提翁神殿则是当年神话中海神波塞冬与雅典娜争夺城市守护权决战的地方，

是伊奥里亚建筑的范本。神殿以传说中的雅典王厄瑞克西阿斯 Erichthoniusm 命名，

里面曾供奉雅典娜、波塞冬和厄瑞克西阿斯的雕像。支撑南部柱廊的 6 根比真人高

大的女像柱 Caryatids 是其最出名的建筑特色，据说女像柱的辫子设计解决了当时

如何让她们支撑神殿的建筑难题，也成为了她们美丽的象征，目前真迹已被移到新

卫城博物馆。

11:30 
阿迪库斯露天剧场 Herodes Atticus Odeon——见证雅典人对艺术的热爱与推崇

从卫城走下来便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阿迪库斯露天剧场，音乐厅建于公元 161 年，由

富有的罗马人希罗德 - 阿提库斯 Herodes Atticus 为纪念其妻子所建。剧场的大理石

座位能容纳五千人，其独特设计使得不管你在哪个位置都能听到最好的音效。这里至

今仍是每年夏天六月到九月盛大的雅典艺术节的主要演出场地，只有在演出时才能进

入，而平常不对外开放。再往东走看到的是已经荒废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剧场，站在剧

场中心，仍然可以感受到曾经的气派与辉煌。

12:00
古市集 Ancient Agora——雅典人曾经集会的地方

这个古市集位于卫城山脚下，曾经是雅典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这里是雅典人集会的地

点，也是重要的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的中心。这里曾经建有行政大楼、寺庙

和法庭等，雅典人每天聚集到这里来买卖货品、了解最新社会消息、批判政府、交换

意见与讨论等等。苏格拉底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在这里阐释他的哲学理论。古市集的

西侧是供奉匠神赫菲斯托斯 Hephaestus 的神殿，这是希腊保存最好的多里安神殿，

与海神波塞冬神庙是同一个设计师。

  24 Adrianou, Athens 10555
  建议购买包括卫城和其他十个古希腊景点在内的联程票（包括古市集、罗马市场、   

     Keramikos、奥林匹亚宙斯庙和狄俄尼索斯剧院等），12 欧元，有效期 4 天。单买门票 4 欧

  夏季 8:00~19:30，周一 11:00~19:30；冬季 8:30~15:00, 周一 11:00~17:00

就在卫城上，帕特农神庙对面

在卫城上

从卫城正门出来之后右拐，在卫城西北

500 米处

里面曾经供奉着高达 12 米、由象牙、宝石、木

头和镀金制成巨型雅典娜神像。卫城的许多部

分在 1687 年的爆炸中毁坏，而剩余的最宝贵

部分如今则大部分在大英博物馆，其余的一些

门楣和装饰也被挪到新卫城博物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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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古罗马市集 Roman Agora 和风之塔 Tower of the winds

——领略当年的罗马统治势力

古罗马市集位于雅典古城区 Plaka，始建于公元前 19 到 11 世纪，在后来罗马帝国

统治期间才更改为古罗马市集。市集的西面入口是保存最好的雅典娜大门 Gate of 
Athena Archegetis，门的四周是四根多利安式大理石柱。如今的古罗马市集由于战

争和侵略只剩下断壁残垣，不过在午后阳光下静静走过这里，遥想当年的繁华却也有

一番特别的感受。市集的东边是保存完好的风之塔 Tower of the Winds, 由叙利亚天

文学家 Andronicus 于公元前 1 世纪修建。这个大理石的八角形建筑神奇地将日晷、

风向标、滴漏和指南针集于一体，每一面代表一个方向，而且各有一个悬浮中空中的

人像浮雕，代表这个方向的风。

  Pelopida(Plaka), 10555, Athens
  建议购买包括卫城和其他十个古希腊景点在内的联程票（包括古市集、罗马市场、  

    Keramikos、奥林匹亚宙斯庙和狄俄尼索斯剧院等），12 欧元，有效期 4 天，单买门票 2 欧

  夏季 8:00~19:30，周一 11:00~19:30；冬季 8:30~17:00

13:00 
哈德良图书馆 Hadrian's Library——哈德良皇帝主持修建的最大建筑

在古罗马市集北边是罗马皇帝哈德良在公元前 132 年所建的巨大图书馆，他是哈德良

当时主持修建的最大建筑，长 122 米，宽 82 米。曾经其中有一个有 100 根柱子环绕

而成的封闭庭院，中心是一个水池，后来这里陆续被改为基督教教堂（公元 5 世纪）

和殿堂（公元 7~11 世纪）。除了藏书，这里还有一个音乐厅、剧院和教室。

  Areaos, Athens
  建议购买包括卫城和其他十个古希腊景点在内的联程票（包括古市集、罗马市场、Keramikos、   

      奥林匹亚宙斯庙和狄俄尼索斯剧院等），12 欧元，有效期 4 天。单买门票 2 欧

  8:00~15:00

13:30
蒙纳斯提拉奇广场 Monastiraki Square——体验奥特曼帝国建筑风情

位于宪法广场西面的蒙纳斯提拉奇广场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充满活力的广场，仍然保

留着当年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下的建筑风格和拜占庭艺术风格，包括传统陶艺博物

从古市集沿 Polignotou 路向东走几十米

就可以看到

从古罗马市集西侧大门向西至 Pikilis 路，

第一个路口右拐至 Areos 路，直行 100

米路右侧即是

从哈德良图书馆出口右拐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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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场右拐进 Ermou 街，上行至 Aiolou
路左拐至第二个路口就到达 Agia Irinis
广场，在广场北侧

原路返回到 Ermou 街，继续往东一路逛
下去

Ermou 街走到头就是宪法广场

馆——唯一一个在雅典开放参观的清真寺。这里的店铺琳琅满目，有纪念品店、鞋店、

服装店、家具店、旧书店、首饰店、希腊乐器店等等。广场地面铺的大理石砖呈现独

特的马赛克风格，带有一种古老的艺术感觉，仿佛一踏上去就穿越回了曾经的传说年

代。广场中心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街头艺人在卖艺，常常吸引一大群人围观。广场边

重新修建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地铁站也是一个值得游览的景点，地铁里还保留着当年挖

掘时发现的古迹。

  雅典市中心 Ermou 街尽头

14:30
Kosta Souvlaki 店——品尝雅典人认为最好吃的 Pita

雅典市中心遍布 Souvlaki 和 Pita 店，来雅典怎能不品尝这最地道的街头食物呢？而

这家店则是大多数雅典人认为的最好吃的 Pita 店。位于 Agia Irinis 广场的这家小店铺

看似毫不起眼，可是每次去都排长队，这队伍也证明了这家店的手艺绝对是最棒的！

而且他们只有周一到周五下午五点前营业！店铺从 1946 年营业至今，现在的老板是

Kosta 的曾孙。美味多汁而不油腻的肉串、浓郁的现煮番茄酱搭配烤的香喷喷的 pita 饼，

让人吃了还想吃，深深赢得了雅典人和游客们的心。记得早点去，免得排长队。

  Πλατεία Αγίας Ειρήνης 2, 105 60, Athens Attica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左右到下午五点，有些时候卖完了就提前关门了

  2 至 10 欧

15:30
Ermou Street——逛雅典最主要的购物街

这条商业步行街是喜欢购物的人不可错过之地。这里聚集了不少国际品牌和高街品牌，

如 Benneton, Massimo Dutti,  Marks & Spencer 以及多家希腊著名品牌 Folli Follie. 
此外这里也有不少希腊本土天然护肤品专卖店如 Korres 和 Apivita，还有一家类似于

Sephora 的希腊本土美妆连锁店 Hondos Center，产品齐全且折扣常常很诱人。走

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俊男美女手中拎着各种品牌的包装袋行走在街上，让人忍不住

手痒痒也想赶紧买上几件。街道中段有一座非常漂亮且富有历史感的拜占庭时期教堂

Kapnikarea，始建于 11 世纪，白天开放参观，有时间的话，不放进去探访一番。

  Ermou Street

16:30
宪法广场 Syntagma Square 参观无名烈士纪念碑 Monument of the Unknown 

Soldier，看士兵换岗

作为雅典市区最中心的地方，宪法广场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地标。广场得名于 1843 年

9 月 3 日奥托国王在成功起义后批准的希腊宪法，这里也是政治游行、罢工示威的主

要场所，当然同时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位于宪法广场东边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便是议

会大厦，希腊宪法就是在这个大厦的阳台上颁布的，而这里也曾经是第一任国王奥托

国王的王宫。议会大厦前面伫立的是无名烈士纪念碑，由总统卫队守护。总统卫队是

一支精锐仪仗部队，这支部队以其别具特色的传统制服闻名于世，据称这种制服是由

当年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反抗土耳其占领军的“山匪”服装演化而来。深红色船型帽配

黑色长流苏、醒目的苏格兰短裙、流苏齐膝吊带袜、黑色大绒球木底鞋以及特别的步伐，

已经成为希腊军人最流行的象征。士兵换岗每一小时整点举行一次，推荐参观周日上

午 11 点的大型交接仪式。

  Leoforos Vasilissis Amalias 和 Leoforos Vasilissis Sofias 交界处 , At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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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扎皮翁宫 Zappeion 与雅典国家花园 National Garden——漫步在当年的王室花园

这两个地方都是绿树成荫的幽静去处。建成于 1888 年的扎皮翁宫是见证许多历史时

刻的会议和展览中心，比如欧洲峰会、总统选举结果的宣布以及其他重大的政治宣布。

这里有时还会举行艺术展览和夏季音乐会等活动。国家花园非常美丽，其中有一个著

名的露天电影院 Cine Aegli，雅典人平常周末喜欢全家人到这里休息娱乐。雅典国家

花园是阿玛利亚王后设计的王室花园，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五百多种不同的植被

和灌木丛。不过目前由于特殊原因国家花园暂时关闭，经过的时候可以看看是否开放。

  Leoforos Vasilissis Amalias
  无
  常年开放

19:00 
Strofi——一边享用地中海美食，一边遥望卫城夜景

如果在雅典只有一天，那么我强烈推荐去这家口味和景观都让人赞不绝口的餐厅。他

们家的露台餐厅从 1957 年就已开始营业，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美味的希腊食物，抬头

便可望见卫城，夜景尤其迷人。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不仅英语流利，服务也相当专业。

如果喜欢茄子可以尝尝这里的前菜烟熏茄子色拉 Smoked Eggplant Salad，如果喜欢

芝士可以尝尝这里的烤菲达芝士 Fried Feta cheese with honey and sesame，当然

经典菜肴穆萨卡 Traditional Moussaka 和希腊色拉 Greek salad 自然是少不了的，另

外这里的焖山羊肉 Kid Goat with fresh tomato sauce and thyme 也相当不错。最后

点杯他们的自酿红酒，对着卫城好好享受你的雅典之夜吧。

  Rovertou Galli 25, Athens
  12:00~01:00 周一关闭，冬季 1 月有中下旬歇业

     旺季最好提前电话预约 +30 2109214130
  25 至 30 欧

23:00 
Six Dogs 酒吧——体验雅典夜生活

雅典人的夜生活一般是从晚上 9 点到 10 点吃完晚饭后才真正开始。如果想体验雅典

的 Party，那至少得等到 11 点或 11 点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渐渐聚集到市中心各

个酒吧，狂欢会持续到凌晨。因此雅典市中心的不夜城之称实至名归。Six D.O.G.S
这家酒吧是雅典年轻人非常钟情的一家颇有情调的酒吧，露天花园布置的非常温馨，

晚上经常有精彩演出和活动，也因此总是非常拥挤。在雅典的时候可以来这里点一杯

酒，跟着雅典人一起过一个疯狂而文艺的夜晚。

  6-8 Avramiotou str, 10551, Athens
  12 至 20 欧

  周日至周四 7:30~02:30，周五周六 7:30~03:30

宪法广场对面是议会大厦，议会大厦的南
侧就是国家花园，扎皮翁宫在花园中央

从 国 家 花 园 西 门 出 来 后， 沿 主 路 西
行 到 Dionysiou Areopagitou 路， 在
Propileon 路左拐至和 Rovertou Galli 交
叉路口，就可以看到

建 议 打 车， 起 步 价 可 以 到 达。 如 果 步
行就朝卫城方向走到蒙纳斯提拉奇广
场， 继 续 直 行 到 Agias Irinis 路 左 拐 进
Avramiotou，就在这条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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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 入乡随俗

防晒 / 夏天的雅典太阳非常猛烈，因此太阳镜、大边沿帽子和高

度数防水防晒霜必不可少。

鞋 / 雅典市中心许多路比较滑，而且常有山路，因此穿一双舒适

的平底鞋或者防滑凉鞋很重要。

检票 / 乘坐公交车、机场大巴以及地铁都需要自觉检票，否则遇

到检票人员将会罚款。需要在报刊亭 kiosks、地铁站以及售票亭

提前买票，车上没有售卖人员。

防蚊虫 / 夏天这边的蚊虫较多，怕蚊子的人要随时喷一喷。

电源转换插头 / 这里跟希腊其他地方一样，都是用德标的圆柱插头。

交通规则 / 在希腊不可以使用中国驾照，必须要有国际驾照才能

租车。此外雅典车辆车速普遍较快，时常还能见到风驰而过的摩

托车，因此过马路时要小心。

导航 / 如果用 Google Map 搜某条路名，直接输入 str 或者 street
通常显示没有此地址，可以仅输入路名，不用输入 street。

多补充水分 / 雅典气候干燥，特别是夏天，中午猛烈的太阳有点

让人眩晕，建议去超市多买几瓶矿泉水备着路上喝，此外也可以

买点水果解渴。

现金 / 雅典有些餐厅或者路边的小超市不接受信用卡，出门最好

现金和卡都带着。

防盗 / 雅典市中心盗窃事件时有发生，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出门最好轻装上阵，注意随身物品，单反和手机不用的时候收起来。

尽可能避免在 Omonia 一带行走。

礼仪 / 希腊人见面习惯行双面吻礼，或者热情地拥抱打招呼。

Don’ts 注意事项

不要穿高跟鞋，洞洞鞋 / 这里有很多上下坡山路以及很滑的石路，

如果穿高跟鞋你的旅途将会非常艰难，洞洞鞋的话不小心会晒到

脚背一个个小洞的印记。建议穿一双舒适的平底鞋或者防滑凉鞋。

公共场所禁烟 / 一般餐厅或者咖啡馆都会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

室内要求禁烟。部分酒店提供禁烟房间，可以提前跟酒店咨询。

小费 / 这边小费不是硬性要求，可以根据店家服务水平适当给小

费。一般小费在 50 分至 2 欧左右。

自来水 / 这边的自来水可以饮用，据说矿物质含量也没有北欧国

家高，因此可以放心喝。

入乡随俗 & 注意事项Do’s & Do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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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地铁线路图

地图来源：www.discovergreece.com 与 www.tfa.gov.gr

探索雅典Explore At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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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行 & 悦临 | 图文
居住希腊多年，在当地人中体验真实的特色旅行

     @ 乐行希腊，@ 悦临雅典

沿着宽敞干净的海滨大道走走停停，

迎着海风，即便只在雅典你也能感

受到爱琴海的美丽和闲逸。

7:30
在面包店享用美味早餐

这家位于市中心的面包店店内装修风格特别，黑白色马赛克风格给店内增添了一份复

古潮流风格。优越的地址位置和干净健康的食物使得这里成为了游客吃早饭和歇脚热

门选择。进入希腊面包店，通常都会被琳琅满目的面包种类弄得头晕眼花。尤其是对

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很多面包的名字更是难以记忆。当然对于这样的中国游客来说，

笔者推荐，最保险的选择永远是可颂。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非常喜欢吃甜食，因

此不少面包或者甜品都偏甜，特别是甜品，不少上面都是厚厚的一层糖浆或者蜂蜜，

对于习惯清淡口味的国人来说，需要适应一个阶段。

  Ermou 主街与 Aiolou 路交叉路口

  3 至 5 欧

  9:00~21:00

城市达人
线路推荐 畅游南部海滨风光

从 Ermou 主街走至与 Aiolou 路交叉路口

许多只在雅典待一两天的游客可能只会在市中心地区走走 , 却不知道其
实雅典南部海滨一带的风光完全不输给希腊的海岛。南部海滨区域位于萨
罗尼克湾 Saronic Gulf, 从比雷埃夫斯港口南下直到最南部的波塞冬神庙
Temple of Poseidon, 一路上遍布美丽的海滩、咖啡馆和餐厅。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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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Flisvos Marina 游艇码头——悠闲的海边生活

绿树成荫的 Flisvos Marina 游艇码头距离雅典市中心仅 8 公里。与繁忙拥挤的市中心

相反，这里一派宁静，面朝爱琴海，停靠着各种各样的豪华游艇，时常可以看到当地

人在这里跑步、遛狗，老人们坐在长凳上看报，情侣们手牵手漫步，同时也有不少人

在这里进行海上运动如练习滑翔、冲浪等。附近的 Volta Fun Park 适合一家大小游玩，

在宽阔的人行道旁有不少拥有绝美风景的咖啡馆和餐厅。日落时分的风景相当迷人，

如果来不及去更远的海边，到这里悠闲地逛逛也是一件相当令人舒心的事情。

  Paleo Faliro, Athens 17561

10:00
乘车游览海滨大道——透过玻璃感受阳光海滨风情

从 Paleo Faliro 开始南下，这一路就是雅典最美的海岸线风光。途径 Neos Cosmos，

Nea Smyrni，游轮港口 Alimos，Agia Kosmos 和旧机场。不过记住，这只是美丽海

岸线的开始，从格利法达 Glyfada 继续往南的海岸线风光更迷人。如果时间比较充裕

建议选择有轨电车体验一下。雅典的有轨电车于 2004 年开通，座位舒适且电车里都

有空调，唯一的缺点是速度较慢，从宪法广场坐到格利法达需要差不多一小时。

11:00
格利法达 Glyfada 逛街——阿提卡大区新兴海滨富人区

格利法达是雅典南部最大的区，也是新兴富人区。这里住着许多低调的希腊富翁，同

时也是外派过来工作的外国人聚居的地方。这里与拥挤的雅典市中心完全是两番景象，

街道宽敞，绿树成荫，房屋各有特色。由于这边住的富人较多，因此这边的房子阳台

一般都是市区房子的两倍有多，时常可以看到有人坐在阳台上悠闲的喝着咖啡聊天。

这里也有了不起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 Onasis 和希腊前总统 Karamanlis 的半身铜像。

这里的主街道集聚了各大国际品牌和独具风格的咖啡馆，就连许多雅典人周末都更倾

向于在这里逛街喝咖啡。主街道往西走不到 10 分钟便是海滩，那里也有许多不错的

海边咖啡馆。

12:30 
Moouu——雅典最好吃的牛排馆

吃过了雅典的海鲜和 Souvlaki，这家新开的牛排馆正好可以换换口味。餐厅位于格利

法达中心，牛头招牌和店内粗犷的设计风格颇为特别。这里的牛排毫不夸张地说是我

这么多年来吃到过最好吃的。牛排的分量非常大，两个人吃一份就已经吃撑了。推荐

Hanging Tender 牛排，选择五分熟，单是粉嫩的卖相就已经非常诱人，更别提咬下

去鲜嫩多汁的口感了！此外还推荐他们的Moouu Salad,这里面的牛肉口感相当清爽，

与蔬菜搭配的刚刚好。此外，还可以点一瓶希腊红酒，就着醇香的红酒，品着鲜嫩的

牛排，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的食欲有满足感的呢？

  17 Foivis str., Glyfada, Athens 16674
  12:30~02:00

14:00 
Varkiza Coves 游泳——雅典年轻人钟爱的碧绿海滩

从格利法达往南下去是 Voula, Vouliagmeni 和 Varkiza。这一带相比格利法达更富有，

海滩也更漂亮。夏天的时候，特别是 8 月份你会发现雅典市中心大部分都是游客，而

本地人大多开车来这边的海滩了。这里的海滩分为几类，一类是由希腊国家旅游组织

从市中心 Syntagma 广场公交车站乘坐 A2
公交或者有轨电车 T5 到 Paleo Faliro 下

回到 Paleo Faliro 站，继续乘坐 A2 或者
有轨电车 T5

在 Glyfada 主 街 Dimarchou Metaxa 
Angelou 路，走到 Foivis 路向东拐，前
行 50 米左右，路左侧

建议打车或者租车，在波塞冬大道的中途

在 Glyfada 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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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公共海滩，通常收取几欧到十欧的管理费，有更衣室、餐厅、沙滩排球场和儿

童乐园等设施；另一类是无人管理的海滩，可是不是不要误解无人管理就是不好的，

Vouliagmeni 公共海滩不远处的 Varkiza Coves 就是一个非常干净且受年轻人喜欢的

海滩。

  从 Glyfada 沿波赛冬大道向南，去往 Varkiza Resort 的半路上

15:00 
Varkiza Resort——海边咖啡馆小憩

在海边畅游后，最美好的莫过于来到海边咖啡馆小憩一下了。这家 Varkiza Resort
非常受欢迎，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一家大小都喜欢周末来到这里，点一杯冰卡布基诺

Freddo Cappuccino，欣赏夏日海滨风光，畅谈一天。宽敞明亮的咖啡馆，不管坐在

哪个角落都能欣赏到美丽的海景。如果饿了这里还提供甜点和餐食，此外也可以来到

这里的海滩继续过足游泳瘾，亦或悠闲地躺在沙滩椅上，尽情享受夏日地中海阳光。

  Varkiza Coast, Varkiza 16672, Greece
  8:00~23:00
  3 至 15 欧，夏天会收入场费，12 欧左右一人，含一杯饮料。

17:30 
海神波塞冬神庙 Temple of Poseidon——希腊人对海神的崇敬与膜拜

位于阿提卡半岛最南端的海神庙充分体验了古希腊人在神庙选址方面的睿智，三面环

海，气势磅礴的海神庙矗立在高高的崖壁上 , 远眺蔚蓝宽阔的大海。这里是古希腊人

供奉海神波塞冬的地方，这里还是古时候海员最期待看到的地方。公元前 7 到 6 世纪，

古希腊人就在这里举行祭祀海神波塞冬的仪式。就连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

也是倾心不已，当年也抑制不住对海神庙的钟爱，在石柱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虽然

目前仅现存 16 根多里安式柱子，但不管是站在一旁还是远远观望，我们都依然能感

受他的宏伟磅礴的气势。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橘红色的阳光洒在神庙和爱琴海海

面上，也洒在看日落的你身上，那一刻你心中的触动会让你终身难忘。

  4 欧 / 人

  8:00~ 太阳下山；1 月 1 日，3 月 25 日，Good Friday, Holy Saturday,5 月 1 号，复活节周日，

     12 月 25 日，12 月 26 日关闭；即使关闭也可以过去在附近参观，只是没法走进去观赏

20:30 
Sardelaki 吃海鲜——格利法达最火的海鲜店

雅典吃海鲜最好的地方一个是比雷埃夫斯港口，另外一个就是从雅典以南海滨地区。

位于市中心的这家海鲜店 Sardelaki 几乎每天晚上都爆满，周末还常常排队。在雅

典选好吃餐馆的原则与中国一样，人多的自然没错。这里上前菜的方式比较特别，

店员通常会端一个大盘子里面一般都装了 6,7 样 Meze 前菜，供顾客选择，直截了

当的点菜方式就算你不会希腊语也完全没问题。吃完前菜可以来一盘经典炸鱿鱼圈

kalamari、青口贝、炸小银鱼、烤虾，另外还可以来一份希腊色拉和自酿红酒。隔壁

的烤肉店是同一位老板开的，也相当热门。希腊的餐馆通常会分为鱼类和肉类两大类，

所以希腊人请吃饭会问去吃鱼还是去吃肉。

  Fivis 15, Glyfada, Athens
  20 至 30 欧

  12:00~01:30

从 Varkiza Coves 继 续 前 行， 到 达
Varkiza 镇中心

乘坐雅典到 Sunion 的大巴车

乘坐 Sunion 到雅典的大巴车，在 Glyfada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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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雅典不来博物馆，就相当于没来

过希腊，徜徉在博物馆里，希腊的

美一定会震撼到你。

城市达人
线路推荐 博物馆之旅

雅典作为欧洲文化古都之一 , 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不仅积淀在千年古迹中 ,
也保留在散落于雅典各个角落的博物馆中。单是雅典市区不到 40 平方
公里的地面上就有几十家国立和私立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城市的
积淀，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缩影。带着对古希腊神话的憧憬和好奇，在游
览完历史古迹后，抽一天的时间，静静地徜徉在雅典的博物馆里，聆听
那来自几千年前古希腊的声音，雅典这一趟才算不虚此行。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8:30
IT Café 享受悠闲慢早餐

这家位于 Kolonaki 富人区的店提倡健康新鲜的饮食概念，宽敞明亮的木质结构装修

风格给人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最适合在慵懒的周末来到这里，一边聆听现场爵士乐，

一边享用 brunch 或者早餐。每周日这里会邀请爵士乐队现场演出，其余时间这家店

也总是非常热闹，不少希腊人也喜欢来到这里就餐。这里除了可以堂吃外，还有美味

的三明治或者色拉外卖。二层靠窗位置的视野不错，悠闲地在这里吃完一顿美味的早

餐，一整天的好心情就这么开始。

  Skoufa 29(Voukourestiou),10672,Athens
  10 至 20 欧

  周一至周五 8:30~01:00，周六 10:00~01:00，周日 12:00~06:00

9:00
新卫城博物馆——古典与现代的结合

卫城博物馆，始建于 1874 年，后由于容纳问题以及在文化部长梅丽娜丽向大英博物

距离宪法广场 400 米左右，步行 10 分钟

从 Syntagma 广 场 沿 主 路 向 南， 到 达

Dionysiou Aeropagitou 路 右 拐， 前 行

三百米左右，路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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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发起的追回希腊文物的号召下，于 2009 年夏天重新修建完好向公众开放。新卫城

博物馆，占地约 2.5 万平方米，10 倍于旧卫城博物馆的面积，主要收藏了从卫城挖掘

出来的大大小小 4000 多件文物。展品以大理石浮雕和雕像为主，最古老的大理石雕

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新馆的设计可圈可点，从远处观看，这个看似悬浮的

三层叠放的玻璃盒子与旁边高处的卫城遥相呼应。三层帕特农展厅通透的落地玻璃则

将远处的帕特农神庙与展厅内兼具力量与美的石雕巧妙地连接在了一起。

  Dionysiou Areopagitou 15 | Makrigianni District, Athens 11742
  5 欧 / 人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周二至周日 8:00~20:00，周五 8:00~22:00，周一 8:00~16:00;11
    月 1 日至 3 月 1 日 周一至周四 9:00~17:00, 周五 9:00~22:00，周六周日 9:00~20:00；

    12 月 25,26 日、1 月 1 日、复活节周日和 5 月 1 日闭馆；3 月 25 日、5 月 18 日、10
    月 28 日九月最后一周周末、10 月 28 日以及 1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每个月的第一周周

    日免费参观

11:00
在新卫城博物馆 New Acropolis Museum 喝咖啡——体验希腊人的悠闲生活

逛完新卫城博物馆，可以来到二层的露台喝杯咖啡。雅典人的一天从一杯咖啡开始，

如果问雅典什么店最多，那肯定是咖啡馆，即便经济危机下这里咖啡馆的数量也是有

增无减。希腊人喜欢在咖啡馆里享受阳光、聊天和打发时间，据说哪怕他们身上只剩

下两欧元也要用来买最后一杯咖啡。几乎每一家博物馆里都有一家格调不错的咖啡厅

或餐厅，新卫城博物馆二层的露台餐厅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更是大受欢迎。坐在这

里，沐浴着阳光，点一杯咖啡，不远处高高在上的帕特农神庙一览无遗。除了咖啡外，

这里也提供餐饮。

  博物馆二层

  3 欧至 15 欧

  周一至周五 8:00~16:30

13:30 
God's Restaurant 午饭——一次性满足你的不同饮食需求

卫城博物馆附近的餐馆相当多，这家希腊餐厅口碑不错，从希腊传统食物到海鲜都

有，而且不像有些餐厅总有服务员在门口拉客那么讨厌。喜欢吃肉的可以点一盘

souvlaki，有烤肉、薯条、Pita 饼和西红柿，满满一大盘足够吃；喜欢吃海鲜的可以

问问老板当天新鲜的海鲜或者点经典的希腊海鲜菜式如烤大虾和炸鱿鱼圈；而喜欢希

腊传统食物的人则可以根据他们每天出炉的不同的菜品相应选择，有点类似中国的饭

堂，味道相当家常可口。

  23-27 Μakrygianni Str., Athens
  15 至 25 欧

  12:00~24:00

14:30 
地铁站里的“微型博物馆”——在地铁里上一堂生动古希腊历史课

来雅典旅游一定要坐一次地铁，不完全是因为她的便捷，而是因为她是希腊有史以

来最大的考古挖掘工程。由于在建设的过程中一直不断有文物挖掘出来，雅典新地

铁工程耗费十年才完工。建筑师们细心巧妙地在地铁里为这些挖掘出来的文物建成

了“微型博物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当地挖掘出来的古代生活物品、大理石柱、石

碑和雕像等。卫城博物馆地铁站里，你可以看到雅典娜神庙山形墙上的雕塑复制品以

在博物馆内

从卫城博物馆出门右转，第一个路口右转，

走将近两百米即到

出新卫城博物馆右拐至卫城地铁站

大部分希腊的博物馆在以下日子都免费参观。1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每月第一周周日、九月最后

一周周末、3 月 6 日、4 月 18 日、5 月 18 日、

6 月 5 日、10 月 28 日。闭馆在 1 月 1 日、3 月

25 日、复活节周日、5 月 1 日和 12 月 25、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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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描绘古希腊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泛雅典娜节上人们游行盛况的浮雕。宪法广场站和

Monastiraki 地铁站里也有“微型博物馆”，经过的时候可以出来看看。

  卫城博物馆地铁站、宪法广场地铁站、Monastiraki 地铁站

15:30 
考古博物馆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徜徉在古希腊的历史文物中

这是希腊最大的考古博物馆，也是世界十大博物馆之一。在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的博物馆里，按时间顺序，展出了自 6000 年前以来的 11,000 多件古希腊文物。总

展览面积达八千平方米，如果认真看下来真的一天都看不完。馆中最值得看的包括一

进门史前展厅里迈锡尼时期的阿伽门农面具，曾经激发了毕加索创作灵感的基克拉迪

时期抽象雕塑，波塞冬神庙挖掘出来的当年献给海神的苏尼翁青年雕像、圣托里尼出

土的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壮丽壁画以及泛雅典娜节运动中获胜者得到的陶罐等。

  Patission 44, Athens 10682
  7 欧 / 人

  周一 13:00~20:00, 周二至周六 9:00~16:00,12 月 25,26 日、1 月 1 日、3 月 25 日、复

    活节周日和 5 月 1 日闭馆；3 月 6 日、4 月 18 日、5 月 18 日、6 月 5 日、九月最后一周周末、

    10 月 28 日以及 1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日免费参观

19:30 
Falafel Mohammad Ali 晚饭——平民美味的街头食物

由于之前土耳其的 500 年统治，现在雅典不少的饮食习惯也受到了土耳其的影响，

比如现在的 Greek coffee 和 Falafel。Falafel 是一种中东食物，里面的馅是用鹰嘴豆

或 chick pea 做成的油炸肉饼，口感很好，类似于炸丸子，然后加上蔬菜、薯条和

Tzatziki 或者 Humus 酱料，外面裹上一层薄薄的饼。如果不喜欢饼，还可以单点肉饼。

这种食物不仅美味，价格也相当平民，分量也很大。

  Λιοσίων 5, 10438, Athens
  1 欧至 5 欧

  11:00~21:00

20:30 
Megaron 雅典音乐厅看一场演出

Megaron，亦称 The Athens Concert Hall，作为雅典重要的文化地标，是雅典人最喜

欢去看演出的地方之一。Megaron 于 1991 年开放，位于美国大使馆旁边，这座庞大

的现代化音乐厅常年上演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艺术演出，包括音乐、戏剧、舞蹈、

展览和讲座等。音乐厅占地面积 14 万余平米，有 18 个大大小小的演奏厅，能容纳

6000 余名观众，最大的 Christos Lambrakis Hall 能容纳将近 2000 名观众，其设备

和装潢设计在欧洲都是顶级的。

  Leoforos Vassilissis Sofias, Athens
  10 欧至 30 欧

坐 地 铁 到 Omonia 站， 出 站 沿 3IS 

Septemvriou 路向北直行，至 Marni 路

右拐，然后就可以看到

沿 Marni 路往回走，到 Liosion 路右拐，

前行几十米即是

向 南 走 到 ΟΜΟΝΟΙΑ-MENANΔΡΟΥ 

站， 坐 813 路 公 交 车， 到 ΑΒΕΡΩΦ-
ΠΡΟΥΣΣΗΣ 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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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神奇远远不只有雅典，在德

尔菲你可以找到更远古的仰望，而

在迈泰奥拉，则可以沉浸在宗教里。

城市达人
线路推荐 雅典北部两日神话游

雅典往北的希腊中部 , 地形崎岖，山峦叠起，这里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
和英雄们曾经聚集的地方。在这里旅行你能接触到希腊人最真实的一面。
你可以在德尔斐——古希腊人认为的世界中心，聆听神谕；或者去帕尔
纳索斯山，体验滑雪以及登山探险活动；亦或来到迈泰奥拉，爬上层叠岩石，
仰望高耸入空的修道院，寻找东正教修士当年修行的静谧和空灵。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乐行 & 悦临

Day 1
7:30
乘坐大巴前往德尔菲

去德尔菲和迈泰奥拉可以有多种交通方式，比如租车自驾、租用出租车以及火车等等。

特别提醒中国游客驾照在希腊是不被认可的，必须有国际驾照或者希腊本地驾照才能

开车。不建议没有欧洲开车经验的游客在希腊驾驶，因为希腊人开车速度很快，而且

交规跟中国的也有一些不同。普通游客建议参加雅典当地旅行社的两日大巴游，这样

一来免去了来往交通和住宿的麻烦，还可以在向导的讲解中进一步了解德尔菲和迈泰

奥拉的历史，玩耍欣赏之余聆听希腊的历史。雅典市中心有不少旅行社，可以咨询一

下比比价再决定。大巴早上可以到酒店来接，具体的酒店列表在预订大巴的时候可以

检索。一般每位游客价位在 190 欧左右（含 29 欧的住宿），更高级一点的是 250 欧（含

34 欧的住宿）。

  www.delphi-tours.com/book-bus-tour

在酒店等待大巴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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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Dionysios Souvlaki/Pita/Gyro Shop——继续希腊街头食物之旅

这个美味又价廉的 Souvlaki 店一直深得当地人和游客的喜欢。看似简单的做法，但当

你咬了一口后便明白为什么希腊人几乎顿顿吃都吃不腻的原因了。这家的肉分量很足，

地道的烹调方式使得肉的香味完全释放出来，配上番茄、洋葱、现炸薯条和 tzatziki
酱料，看上去就很有食欲。店员尽管英文不太好但很热情，环境干净舒适。此外还可

以来一份希腊色拉，荤素完美搭配。

  28 Appollonos Street, Delphi, Greece
  3 至 8 欧

  11:00~21:00

13:30 
德尔斐遗址 Archaeological site of Delphi——古希腊世界的肚脐

在古希腊的世界里，传说当年宙斯在世界东西两端各放了一只神鹰，使之相向飞行，

而最终它们在德尔菲相遇，因此这里被古希腊人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也称为地球的肚

脐 (the Navel of the Earth)。光明之神阿波罗化作海豚，带着克里特的祭司们，随着

海浪来到了德尔菲，重新为他修建了神庙和庙宇，因此这里得名德尔菲（希腊语中海

豚 Delfini 与德尔菲 Delphi 同源）。1987 年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德尔菲在古代是人们祈求神旨的地方，此处除了有世界闻名的阿波罗神庙外，还

有雅典娜神庙、罗马市集、Siphnian 宝库、雅典人宝库等多个宝库、雅典娜廊柱、阿

波罗祭坛、古剧场和竞技场等。

  单独遗址 6 欧，单独博物馆 6 欧元，两者联票 9 欧。学生票和 65 岁以上参观者为 3 欧、

    3 欧和 5 欧。（门票包括阿波罗神庙、祭坛、国库、竞技场和剧场等古代重要建筑，购

    买门票时可以拿一张简介里面有遗址地图和英文介绍）

  8:00~15:00, 最后入门时间为 14:30 

14:30 
阿波罗神庙 Sanctuary of Apollo——聆听阿波罗的神谕

大名鼎鼎的阿波罗神庙便是古希腊人向阿波罗祈求命运的中心。在其鼎盛时期也就是

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4 世纪，成群结队的朝圣者来这里向预言者 Pythia 问询神谕，

他们相信预言者在传达阿波罗的指示。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也曾在这里问询征服世界的

预言。神庙背靠连绵起伏的帕尔纳索斯山峦，俯瞰科林斯湾，而由于特殊的地质结构

经常云雾缭绕，更加多了一份神秘的色彩，也让你不得不惊叹当年古希腊神灵与大自

然竟然能结合得如此完美。这里的猫咪似乎也更有灵性，不仅不害怕游客，还能与游

客融洽地一起享受和煦阳光。

  8:00~15:00, 最后入门时间为 14:30 

15:00 
德尔菲博物馆 Delphi Museum——领略当年德尔菲的奢华气派

建于 1903 年的德尔菲博物馆是希腊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这里收藏了 1892 挖掘德

尔菲遗址时的珍贵文物，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公元前 8 世纪到古典时代晚期德尔菲的

繁荣华丽。在博物馆不仅能看到复原的阿波罗神庙模型，还能看到纳克索斯的斯芬克

斯 Sphinx of Naxians（狮身人面像）。此外还有 Siphnian 宝库的中楣片段，描绘了

当年众神与巨人的战争，包括了著名的帕里斯的评判雕像（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

导火索）。展厅正中高大秀美的叶形舞女装饰柱 Acanthus Column of the Dancers’

从小镇由大巴向东行，到达遗址

从遗址向西步行一百米左右

坐大巴直达

就在遗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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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馆出来，往遗址方向走下去到路口

右转，前行几十米，沿台阶向下

从遗址坐大巴回小镇

以及雅典娜神庙和阿波罗神庙的三角门楣都值得细细品味。最后出口处还能见到最早

的管风琴原型以及聆听其演奏的古希腊音乐。

  6 欧，联票见上遗址部分

  9:00~16:00, 最后入门时间为 15:40

16:30 
雅典娜神庙 Sanctuary of Athena Pronaia——最迷人的德尔菲遗址神庙

阿波罗神庙由于战争和天灾，原来 36 根多立克式石柱现在只剩下东南角的六根残柱

了。而在阿波罗神庙东南角的雅典娜神庙由于其独特的圆形拱顶建筑风格和保存相对

完好的石柱而成为德尔菲遗址的一大亮点。雅典娜神庙始建于公元前 380 年，当年的

建筑设计师甚至还写了一本书来专门讲述这座神庙的建筑，这种圆顶建筑风格 Tholos
是古希腊建筑的经典风格之一。20 根柱子分布在三层台阶上，其中最突出的三根柱

子是 20 世纪 40 年代重建的（柱子的白色部分是原来的大理石，较暗的部分是新补的

材料）。建议先从高处欣赏完后再到遗址里静静感受一番。

  包含在遗址门票内

  9:00~17:00

17:30 
Agora Cafe——在世界的肚脐安静地喝杯咖啡

游览完遗址后可以来到镇上的咖啡馆 Agora Café 歇个脚。这家咖啡馆的露台能享受

温暖的阳光和美丽的山谷风光。小店的环境和布置相当温馨，听着优美的音乐，喝一

杯咖啡或者来一罐希腊当地啤酒，望着不远处的科林斯湾，细细回味刚才在德尔菲遗

址感受的强大气场。这家店除了咖啡，也提供一些简餐，如比萨、小吃和早餐。

  Paulou & freiderikis 43, Delphi 33054, Greece
  3 欧至 10 欧

  周一至周四 11:00~23:00，周五周六 11:00~04:00，周日 11:00~21:00

18:30
Taverna Vakhos 晚饭——品尝帕尔纳索斯山的美食

这家能俯瞰科林斯湾景观的餐馆是一家温馨的家庭经营餐馆，主打当地传统菜。夏天

可以选择一道清爽的菠菜色拉或者柠檬菲达芝士作为开胃菜，冬天可以来一个香醇的

希腊豆子蘑菇汤 Bean soup，喝完全身都是暖呼呼的感觉。主菜可以来一个番茄奶酪

炖虾 Shrimps Saganaki，烤羊排 lamb chops 或者红酒焖鸡肉 rooster in red wine，

饭后结账意犹未尽时，店员还会贴心送上一份美味甜品。

  Andreas Theodorakis, Apollonos 31, 33 054, Delphi
  10 欧至 20 欧

  周一到周五 18:00~23:00；周六、日 11:30~16:00,
  www.vakhos.com/

22:00
抵达卡兰巴卡 Kalampaka，入住 Mythos Guesthouse

这家家族经营旅馆坐落在迈泰奥拉山脚下卡兰巴卡小镇中心的，非常安静温馨，从房

间里可以看到迈泰奥拉以及高耸的岩石山脉和葱翠的绿植。旅馆距离公交车站只有

50 米步行距离，房间价格包含早餐，可以舒心地在酒店花园里背朝拔地而起的陡峭

岩石慢慢享用早餐，如果时间悠闲的话还可以在他们家花园的梧桐树下乘凉看风景。

从咖啡馆步行可达

乘坐大巴到达



Qunar 骆驼书  |  45

卡兰巴卡镇是一个古老的城镇，但在二战期间几乎被纳粹夷为平地。如今小镇中心非

常热闹，有许多不错的咖啡店和传统希腊菜老餐馆。晚上如果还有精力可以来这里溜

达一圈，感受一下淳朴的希腊小镇风情。

卡兰巴卡得益于迈泰奥拉旅游业的开发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有许多当地的

旅行社，除了基本的迈泰奥拉一日游、日落游外，这里还有徒步、登山和攀岩项

目。由于独特的山体结构，这里有 700 多条攀岩路线，适合各种技术级别的攀岩爱

好者，最好的攀岩时节是每年 3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以及 9 月中旬到 11 月中旬。具体

信息可以到当地的旅行社询问。（推荐 www.visitmeteora.travel/en/adventure-and-
activities）

  20 E. Vlachava Street,Platanos Square,42200 Kalampaka
  50 欧至 60 欧 / 晚（含早）

  www.mythos-guesthouse.com/en

Day 2
迈泰奥拉简介

这里被评为希腊最美的三个地方之一，据说宫崎骏当年创作天空之城的灵感就来源于

此，而摇滚乐团林肯公园 (Linkin Park) 的巅峰之作也以此命名。Meteora, 希腊语的

名字非常诗意，意思是 " 悬浮在空中 "，位于希腊中部色萨利 Thessaly 西北边缘，靠

近品都斯 Pindos 山脉。这里奇特的石林地貌是由千万年前的地壳运动和随后的风化

和腐蚀形成的拱顶岩层，拔地而起的高耸岩石，有一种与世隔绝且接近上天的感觉，

仿佛上天与地面间的桥梁。14 世纪末，东正教修士们为了躲避战争，在这险峻陡峭

的岩石上凭借个人的力量和惊人的意志力，修建了 24 座修道院，由于持续的战争和

天灾，现仅存 6 座。1988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及文化双重遗产。

此外，这里也是攀岩、徒步等探险活动的热门地。

8:30 
在 Melisron 咖啡馆吃早餐

这家咖啡馆位于镇中心的转盘处，非常好找到，在这里吃完早餐后前往修道院大概十

几分钟车程。

9:00 
圣 • 斯戴法努修道院 Holy Monastery of St. Stephen

这座从 Kalambaka 小镇上来之后最左手边的修道院是唯二的女修道院之一，位于迈

泰奥拉的最南端，远处是常年积雪的品都斯山脉。这里最早是男修道院，于 1961 年

改成修女院。修道院从远处看十分惊险地矗立在陡峭的岩石上，实在难以想象当初修

士们是如何在没有现代工具的帮助下，仅仅凭借双手、绳索和简单的背篓建成。这里

有两座教堂和博物馆，16 世纪老教堂在二战中破损严重，18 世纪新教堂则保留的比

较好。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宝贵的圣象、手写稿和神职用品等。与其他修道院不同的是，

只需要走过一道小桥就可以进入修道院，而不需像其他修道院要爬一段石阶，因此也

算是最容易抵达的修道院。

10:00 
圣 • 三位一体修道院 Monastery of Holy Trinity

这 里 是 当 年 詹 姆 斯 • 邦 德 James Bond 1981 年 拍 摄《 最 高 机 密 For Your Eyes 

温馨贴士：每个修道院门票 3 欧元，入门买票

即可。修道院的开放时间各有不同，详细参照

下表。进入修道院要注意着装，不要裸露肩膀，

男士穿长裤，女士膝盖以上遮住（每个修道院

门口有长裙提供，每个女生都要围起来）。

从旅馆步行到镇中心转盘处

乘坐大巴到达

乘坐大巴沿主路到达

延伸阅读   卡兰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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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的取景地之一。自 1362 年这里就已经建成了修道院，随后教堂在 15 世纪和

18 世纪都进行了扩建。从前这里是所有修道院的中心，因此修道士人数也是最多，

但现在仅剩下 6 位修道士。险峻陡峭的山峰高达 400 余米，而庄严神圣的修道院就这

么“从容庄严”地伫立在山峰上，四周围绕的绿植为修道院增添了几份柔美。旧时候

修士们要翻过山谷，然后把自己放在网兜里，通过绳索一点一点地拉上去。当然今天

人们参观不再需要经历那么惊险的过程，只需要攀爬石阶即可抵达。 

10:30 
圣 • 瓦尔瓦拉斯 • 鲁萨努修道院 Moni Agias Varvaras Rousanou

这座修道院简称圣 • 鲁萨努修道院，是另一个修女院，最初也是男修道院。从修道院

所在的岩石抬头望上去，你实在难以想象第一个修士是如何攀爬上去，而后面的修士

们又是如何通过网兜，每次历时 30 分钟之久将自己和所需材料拖拽上去，建成了这

个三层的修道院。教堂里面是保存完好的拜占庭风格壁画，对隐士的刻画以及圣徒的

殉难场地描绘也相当精美。一层是接待室、客室、展览室等，里面还有修女在售卖手

工艺品，底层是工作室和图书室。一层有一个小露台，从这里看 Moni Varlaam 相当

壮观。

11:30 
Psaropetra 观景台

这里每个拐弯处都是一道让人惊叹的美景，Psaropetra 观景台也不例外，这里能看到

壮观气派的全景，不过前提是你不恐高。这里的岩石边缘没有防护栏，因此攀爬时尤

其需要注意安全。站在凸起的岩石上，远处的品都斯山脉笼罩在飘渺云雾中，连绵起伏，

山峰上的积雪隐约可见。山角下是生机勃勃的卡兰巴卡小镇，红白色房屋错落有致地

点缀着塞萨利亚 Thesalia 绿油油的平原。不少修士的家乡就在卡兰巴卡小镇。中午可

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吃点面包，坐在千万年历史的岩石上，细细品味这世俗与修行世

界是如何神奇般地结合在了一起。 

13:00 
圣 • 瓦尔拉姆修道院 Moni Varlaam  
与大迈泰奥拉修道院遥相呼应的即是圣 • 瓦尔拉姆修道院，这个修道院是以 1350
年爬上这座陡峭岩石的修士 Varlaam 而命名的。他当时建了三个小教堂、一个房

间和一个水箱。在他去世 200 年左右之后，这个地方被 Theophanes 和 Nektarios 

乘坐大巴沿主路到达

从 Moni Varlaam 东北路有路标的岔路

口向东 300 米

乘坐大巴沿主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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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sarades 这两兄弟修士发现，并重新修建起来，随后成为了如今第二大的修道院。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从前修士们攀爬岩石所用的网兜。传说当年有来访者询问多久更

换一次绳子，修士们从容地回答说：“当上帝决定更换的时候。”而这里曾经的厨房

则改成了博物馆，里面主要展出的是精美宗教壁画。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珍贵的 16
世纪橡木桶，由于当时储水不容易，因此修士们花费了将近 18 年做出了三个大橡木桶，

用来储存雨水。

14:30 
迈泰奥拉大修道院 Moni Megalou Meteorou

这座迈泰奥拉最大的修道院建于谷中最大的岩石上，海拔 613 米，是这里最大、历史

最悠久以及最重要的一个修道院，由圣 • 阿萨纳西奥斯 Athanasios 于 14 世纪修建，

后来由于塞尔维亚皇帝 Symeon Uros 做了修士并且把财产都赠与修道院，这里成为

了最富有华丽的修道院。在陆陆续续的修建中，如今这里有主教堂、小教堂、会议厅、

医疗所、厨房等设施，里面的博物馆、木匠、教堂、露台等开放参观。进入参观首先

要攀爬 154 级狭窄的台阶，门口展示的有当年修士上下岩石用的工具。博物馆摆放了

许多当年的手稿、圣象、壁画以及当年修士们使用过的物品如农具机枪和服饰等。大

教堂华丽的中央穹顶和吊灯让人赞叹不已，四周的壁画《圣徒殉难图》也刻画的淋漓

尽致。

16:30 
圣 • 尼古拉修道院 Moni Agiou Nikolaou Anapafsa

这座修道院距离 Kastraki 小镇只有 1 公里左右的距离，由于这里的山峰面积较小，因

此这座修道院只能一层叠着一层垂直修建，相当不容易。二层的教堂也由于位置所限，

因此根据岩石构造修建成了类似正方形的不规则形状，壁画主要由著名的克里特修士

Theophanes Strelitzas 所创作，而手稿等都移到圣 • 斯戴法努修道院保存了。三层是

会客厅，这其实是修道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此他们对于来访者都是以贵宾的方

式来接待，以前接待客人的时候修士还会在这里为客人洗脚。

17:30 
品尝地道美味的 Panellinion

这家位于卡兰巴卡镇中心的餐馆已经颇有历史了，整栋房子由石头和木材建成，店里

从 Moni Varlaam 步行可达

乘坐大巴到达

乘坐大巴回到 Kalambaka 镇的中心转

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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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修朴实敞亮，墙边摆满了老板收藏的古董玩意儿和画像，向我们娓娓道来着这家

店和老板的成长故事。店里的服务员相当热情，如果拿不住主意可以问问服务员的推

荐。他们对店里的食物也相当有自信，声称如果你觉得食物不好吃他们可以免费帮你

换一道菜，所以就放心去吧。此外 Panellinion 也是希腊国家旅游组织推荐的希腊传

统餐馆，所以也难怪他们的服务员对自己的菜品那么有自信了。推荐他们家的扁豆汤

Bean soup.

  Kalampáka Trikala 42200
  15 欧至 20 欧

  11:00~23:00

圣 • 斯戴法努修道院

圣 • 三位一体修道院

圣 • 鲁萨努修道院

圣 • 瓦尔拉姆修道院

迈泰奥拉大修道院

圣 • 尼古拉修道院

延伸阅读   各修道院开放时间

冬季

9:00~13:00 &
15:00~17:00

9:00~12:30 &
15:00~17:00

9:00~13:00 &
15:00~17:00

9:00~13:00 &
15:00~17:00

9:00~13:00 &
15:00~17:00

关闭

夏季

9:00~13:00 &
15:20~18:00

9:00~12:30 &
15:20~17:00

9:00~17:45

9:00~13:00 &
15:20~18:00

9:00~13:00 &
15:20~18:00

9:00~18:00

非开放日

周一 ( 冬、夏 )

周四 ( 冬、夏 )

周三 ( 冬 )

周四 ( 冬 )

周五 ( 冬、夏 )

周二 ( 冬、夏 )

周四 ( 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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