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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rs 完美一日游
布宜诺斯：艺术、足球与探戈
Top10 国宝级美食体验
独家：当地人才知道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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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推荐布宜诺斯艾利斯必玩体验

呐喊 • 足球的疯狂
说到阿根廷，就让人联想到足球场上一个个神
勇猛烈的身影；从昔日的球神马拉多纳、战神
巴蒂、著名球员阿亚拉、里克梅尔、贝隆，到
今日的国家队队长前锋梅西。阿根廷的足球史
是一张辉煌荣耀的成绩单，也是全球质量最高
的足球运动员输出国。而布宜诺斯艾利斯，更
是阿根廷足球的摇篮，来到这里，一定要找机
会去球场亲眼观看一场比赛，和成千上百的阿
根廷人一起高唱呐喊，你将感受到当地人对足
球打从心底的热情，如呼吸空气般的自然和理
所当然。
Tips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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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准备前往看当地足球俱乐部的比赛，比较推荐不穿着球衣去
球场，可另外在背包里放着加油助威的小旗子或帽子，到球场里再
拿出来。以免碰到敌方偏激的球迷而产生冲突，阿根廷人对俱乐部
的着迷可是非常可怕的，若真遇到了这种情况，那还真是‘秀才遇
到兵，有理说不清’。

起舞 • 激情的探戈
相互凝视的深邃眼神、忽隐忽现的面颊相擦、缠绵的
肢体、还有深沉低吟的歌声和沉厚情深的音乐，这就
是 Tango ！它被视为情人之间的秘密语言，是挑逗与
优雅兼并一身的艺术。来到探戈的发源地，一定要去
观赏一场舞，听六角手风琴和小提琴演奏出浓浓的思
念之音，观看优秀的舞者沉稳优雅，流水般的舞步线
条和迅速的旋转。无论是在它的诞生之地博卡区看街
头艺人的表演、还是在高贵典雅的舞厅中欣赏专业舞
者的起舞，都可以感觉到探戈沉淀于历史中又穿越了
时光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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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 • 美食的奥妙
所谓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用在此处真是再适
合不过了。美味多汁、口感纯正、质嫩爽口、外
焦内嫩，这些形容词都无法尽情诉说吃阿根廷烤
肉 Asado 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配一杯甘甜醇厚
的红酒，以及新鲜生嫩的蔬菜沙拉，几乎天下的美
味口感都在舌尖上聚集为一。如果不喜欢吃肉，那
不妨尝试其它的当地菜，由各种蔬菜肉馅组成的

3

夹心饺子 Ravioles、金黄色的外焦内嫩的烤鳕鱼
Filet de Merluza、浓稠鲜味的扁豆浓汤 Guiso de
Lentejas，以及各种各样的甜点和奶酪制品。

漫步 • 南美的风情
走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区，仿佛还可以听到昔日
水手们往岸上抛绳系船的声响，充满石块的小路上
似乎还有卖笑女郎走过时用高跟鞋敲出的清脆之声，
如果想要体检南美洲移民时的撩人风情，探究探戈
是如何融化欧洲各种舞术及文化而形成的话，一定
要“浪费”点时间无目的的在老区里晃游。这里有五
彩缤纷、犹如艺术品的老房子，诉说着历史般的石
板路，翩翩起舞的街头艺人，以及那些摆在小摊上
让人眼花撩目的精致小玩意儿，细品漫游看尽它们
的绝代风华吧。

4
舒心 • 悠闲的歇息
著 名 拉 美 歌 星 Shakira 曾 为 其 阿 根 廷 籍 前 男 友
写了一首歌，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形容他的“你看
起 来 那 么 懵 懂， 走 着 那 种 漫 不 经 心 的 脚 步”（Y
aunque parezcas despistado con ese ca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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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sado），在这里你能发现阿根廷人的生活方式
总是带着一股不经意的慵懒和悠闲。尽管在紧张的
工作日，也能发现公园草坪上挤满了躺着晒太阳和
与朋友喝马黛茶的人们，请记得入乡随俗吧！放下
紧张的节奏和快速的步伐，捧上一杯马黛茶找一块
青翠草地，在湛蓝透明的天空下，好好发呆。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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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Traveler 聪明旅行家
Ashe，生在中国重庆，现居住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白羊女子。网路作家，得过一些奖，出了
几本书，发布了几篇文，不过主要工作还是资深吃货和宅女。喜爱摄影、文字、中世纪历史，
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萨尔瓦多大学的亚洲文化研究系，但生活无关乎文凭，平时就喜欢吃吃
睡睡走走，透过相机和文字记录一切回忆。
微博：@Aestas 微笑骑士
Instagram： @ashecita
Twitter: @AsheFang

版权声明：本攻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软件、程序、版面设计）的知识产权均属本网站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
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Qunar 温馨提醒：本攻略信息仅供参考，去哪儿网并不对其准确性、适用性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由于季节、天气等自然或人为原因，景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产品行程等）有可能
会不时发生变动，如有变动请以该景点官方最新公告为准，恕不另行通知。并请务必于出行前提前做好准备，以免造成您的出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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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ut Buenos Aires 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欢迎来到阿根廷的首都！这是阿根廷最大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 ( 西班牙语：
Buenos Aires，原意是“清新的空气”)。这里的空气诱人、自然环境优美且四季分明。
二十世纪初，她曾因其繁荣被誉为“南美洲的小巴黎”，2007 年荣膺“世界最美城市”
第三名。她也是个国际化的城市，这里的居民大多为欧洲后裔，亚洲移民也不少，
街上到处是有着不同肤色的人，他们自在地生活在这里，与当地人融合为一。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对于未曾到过此地的旅行者，能否简

• 本地人的见面礼是脸贴脸的亲吻，这是基

要介绍一下这座城市？

本礼仪，闪开的话会被对方视为极大侮辱。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不等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我们介绍的 Buenos Aires 是一座港口之城，

Tips 小贴士
由于通货膨胀及金融风暴，
导致国币比索严重贬值跌

十八世纪时她接受了来自欧洲的民族，而在

的观察与感受？

二十世纪又再次迎来了许多来自亚洲、非洲及

• 马黛茶不离手。

中南美国家的人们。她混合着欧洲后裔的优雅

• 周末去朋友家吃正宗的阿根廷市烤肉。

和高贵，又带着拉丁风情的慵懒和悠闲，最后

• 礼拜天，穿好球衣去球场！

融合了世界各地的国际性格。这里的居民遗传

• 阿根廷人的周末是从周四的 After Office

且混合了许多欧洲的习俗及血统，因此在传统

和 Happy Hour 开始。大冬天看到美女穿超

的文化、饮食、音乐、文学、艺术和舞蹈都带

短裙、露大腿和胸脯是常事。

着寻根般的淡淡乡愁。另外，犹如世界上所有

• 如果阿根廷人邀请你去 Party，不要以为凌

的首都一样，这里的居民都以生在首都为傲，

晨 3 点就能结束，许多夜店三更才会开场。

自称为“港口人”（Porteños）。

• 如果可以的话，请在世界杯期间来布宜诺

低，阿根廷人为了自身财产
不被贬值更倾向购买美金，
但政府却严禁了这种储存方
式；因而导致了两种美金的
汇率存在，一是官方，二是
黑市。两者之间的差别曾高
达 6 美元，意味着 1 美元去

能否描述一下你对当地人和他们生活

斯艾利斯吧！比赛时找一家咖啡馆，穿着球

对准备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的读
者，有哪些建议与提醒？
• 大多数店面包括饭店在内都只收现金，美

衣和一群当地人看场让你终身难忘的比赛。

除了热门景点，能否分享一些不为人

银行换，可以得到 7 比索，

金、欧元、巴西黑奥也可使用。

知、但你自己很喜欢的景点或体验？

但是如果拿到黑市可得到 13

• 提前查询官方和黑市的美元兑比索汇率：

• 带着马黛茶套装去玫瑰公园喝茶晒太阳。

市中心的 Florida 街上有很

www.lanacion.com.ar/dolar-hoy-t1369。

• 去 Reconquista 酒吧街邂逅美丽的艳遇。

多私人的美金兑换店，以黑

• 换美金时尽量要求对方提供 10、20 或 50

• 买一件阿根廷队球衣。

面值的钞票，谨防 100 面值的假钞。

• 去一家老咖啡馆，比手画脚地和老服务生

或 者 英 文 的“Change ？

• 出游时不要“显富”，晚上最好不单独出门。

说 Amo Argentina ！（我爱阿根廷）

Money ？”来招客，之后会

• 走在街上被人泼了脏水时，不要让“好心人”

• 去南边河畔吃大香肠三明治（Choripan）。

公室内，安全起见，如果是

帮你清洗，要迅速离开并保护好自身财物。

• 至少要吃一次烤肉配红酒。

在面朝街上的商店一般不会

• 阿根廷当地使用西班牙语，但不是正统的

• 看一场探戈秀，仔细观察女舞者可以和武

的话最好避免。

西班牙文（Español）。

林高手并肩的高难度腿动作。

Dolar Oficial 是 指 官 方 美

• 很少人会说英文，观光游客中心里有专业

• 去博卡俱乐部博物馆，看看阿根廷足球最

人员可以帮外国人指路和帮忙。

辉煌的时代以及婴儿肥的小正太马拉多纳。

比索。

市 汇 率 换 美 金， 大 多 都 是
在街上大喊西文“Cambio”

带你去邻近的商店或大楼办

有问题，但是如果要进大楼

金， 而 Dolar Blue 是 指 黑
市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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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enos Aires in Numbers 从数字看布宜诺斯艾利斯

1776
1776 年， 西 班 牙 政
府设立，以布宜诺斯
艾利斯为拉普拉塔总
督区

202
布宜诺斯艾利斯面积
是 202 平 方 公 里，
约为北京市面积的
11.6%

1913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南美洲第一个有地铁的国家，于 1913 年
完成地铁服务

140
150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的“ 七 九 大
道”Avenida 9 de Julio 为目前世界
上最宽的马路，其宽度为 140 米

当地城市居民中，有
15% 是外国移民者
$

拥有专业足球俱乐部的
( 17 个专业足球球场 )

城市居民人口约 289 万，约为北京
市人口的 13.5%

最 老 的“ 公 正 者”El
Imparcial 餐厅至今的
营业年龄已有 150 岁

15%

17

2,890,151

1493
阿根廷向国外“出口”
的专业足球运动员多
达 1493 人

60

45

这座小城拥有超过 60 家的“百年咖
啡馆”

英国人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统治期
只有短暂的 45 天 (1806 年在拿破
仑击败西班牙后，英国人入侵布宜
诺斯艾利斯 )

2018
2018 年，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
会将在这里举办

北京 & 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水平比一比 :
（截止至 2014 年 5 月 26 日：1 元≈ 1.29 比索（ARS），1 比索（ARS）≈ 0.78 元）

51.5(ARS66)

46.8(ARS60)
35

18
1.95~3.9
(ARS2.5~5)
1

公交车票价

7.8(ARS10)
3~8

麦当劳汉堡
（基本套餐）

一斤苹果

7(ARS9)

一场电影
布宜诺斯艾利斯

2

瓶装矿泉水
北京 单位（R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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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re the Trip 行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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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出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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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住宿推荐

3

How to get around

最佳交通工具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季节和中国正好相反，北京是寒冬时南美洲正好是炎热无比的夏天；夏季比较闷热而阳
光猛烈，所以推荐带防晒油和凉快衣服；夏末和初秋季节并不分明，但冬天就是潮湿又寒冷的气候，因为
很多集市和活动都在户外，所以并不推荐在冬天前来；反而春夏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都非常美丽，市内活
动都比较多。最重要的就是带一双耐走又舒适的运动鞋，城市里的路凹凸不平，而且许多老区都保存着石
砖路，平底鞋和人字拖鞋并不适合。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春 9 ~ 12 月 平均温度 20~25℃
春天是最佳来访的季节，舒适而温暖，虽略带潮湿，亦会闷热氤氲，时而下雨又连接着阴天
绵延，这时气度便会降温又清爽，然后又再度高升而循环变化。推荐带轻便的衣服，棉质最佳，
透气又耐穿。此季节紫外线已经很强了，所以墨镜和防晒油都不要忘记哦。

节庆活动
民族狂欢节 Festival de las Culturas
9 月的第 3 个周末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以欧洲后裔为主的移民城
市。这里有来自各国的代表展出各自民族的
特色唱歌和舞蹈表演、美食集市、艺术展览，
且会选出每个民族最美的少女为国家小姐。
五月大道，总统府前

夏 12 ~ 3 月 平均温度 25~35℃
天气非常闷热，但大多都是阳光明媚的晴天，基本上会连续炎热多天然后下大雨、降温、再
次升温。如果在此季节来游览布市的话，扇子、矿泉水、清凉夏装、防蚊剂、防晒油、雨伞
和大草帽是一定要带的物品。

节庆活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尚周
Buenos Aires Fashion Week
布市的时尚秀颇具知名度，这是由一百多位
设计师、几百位名模、造型师、美容师及各
大美容时尚品牌组成的巨大展览会，也会展
出著名的珠宝、皮包和皮革设计师品牌。
www.bafweek.com.ar
La Rural - Av Sarmiento 2704
门票 50 比索起，参观时尚秀 90 比索起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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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3 ~ 6 月 平均温度 15~20℃
三月初还有夏天的余热，接下来至六月天气会逐渐降温变冷。雨天和阴天都稀少，但晴天时
风大而凉爽，天气变化极快，出外时不要忘了带风衣、雨伞及雨鞋。

节庆活动
探戈周 – Semana de la Milonga 3/10~3/ 16
在市内的公园及广场里举行，探戈爱好者可
与专业指导员共同起舞。除探戈演出及专业
乐队演奏外，多是探戈舞者的互动，每年也
会有许多喜欢观看探戈表演的居民参加。
www.milongas.org.ar

国际图书展览会 – Feria Internacional del
Libro 4/24~5/12
对于书迷来说每年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会在
4，5 万平方米的展览厅里由来自 40 多个
国家的书店代表推展并售卖各种书籍，也有
一百多个国际有名作者、记者、主持人、漫
画家在此做讲座或举行签书活动。
La Rural - Av Sarmiento 2704

冬 6 ~ 9 月 平均温度 5~12℃
潮湿而寒冷的季节，非旅游的好时间，但因为淡季价钱和消费都会下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天气总是晴朗的，虽然天气寒冷但在阳光下还是温暖而舒适的，但如果下雨的话，天气较难
以忍受，此时出游，一定要带好保暖抗寒的冬衣。

节庆活动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市 集 – Buenos Aires
Market 每年 7 月的某个周末
由营养师和厨师举行的小集市，以贩售健康
及绿色的食物为主题，倡导大家健康而聪明
地吃。市集会有蔬果、奶酪、自制的果酱点
心和菜肴提供。门票免费。
www.buenosairesmarket.com

Tips 小贴士

探戈世界杯 – El Mundial del Tango8/13~8/26
场面浩大且是当地最重要的探戈比赛，由市

Qunar 提醒：
由于每年举办的日期和
时 间 不 定， 具 体 请 以 阿
根 廷 旅 游 局 官 网 www.
argentinatravel.com.cn 发
布的信息为准；天气预报可
查询：worldweather.cn/ag/
ag002.htm

政府组织，来自各国的选手聚集于首都。比
赛分沙龙探戈和舞台探戈，所有的舞蹈爱好
者都可以前来参观世界一流的探戈表演。
La Rural-Av Sarmiento 2704
festivales.buenosaires.gob.ar/t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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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最佳出游时间

2

3

Where to stay

最优住宿推荐

How to get around

最佳交通工具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多旅店都在观光区附近，聚集于市中心几个主要区域：中心区（Centro）、里考雷达区
（Recoleta）、巴勒莫区 (Palermo）和古董区（San Telmo）。近几年马德罗港口市区也有许多新开的酒店，
多属高档的国际连锁酒店、消费极高，适合商务客。对于喜欢认识朋友们的年轻背包客，最好的选择是古董区 ,
这个古色古香的老区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驴友，旅店本身也会举办多种活动，非常适合独游的旅者。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Recoleta 区

高档土豪区，昔日是上流社会聚集的地方，很多古老的
房子都被修改成舒适豪华的旅店，当然也不乏 Boutique
的小家居旅馆，但都价格不菲。这里治安很好，晚上
出来散步无需太过担心，但也不能放松警惕。该区的
主 要 交 通 工 具 为 公 车，D 线 地 铁 在 Santa Fe 大 道 有
Bulnes，Tribunales，Facultad de Medicina， Callao
这几站。
Alvear Palace Hotel
富丽堂皇型 | 贵族首选

Alvear Palace Hotel

富丽堂皇而辉煌华丽的旅店，即使价格昂贵，但也是全
城默认的最好旅店，位于高级住区的 Alvear 大道上，是
国际明星、国际政治家及国际大企业家的首要选择，所
以如果在此撞星也不用感到惊讶。酒店里除了有桑拿、
游泳池、健身房和其他设备之外，令人仰慕而来的是这
里的早餐及丰富的下午茶供应，份量大且选择甚多，完
全是欧洲贵族的用餐风格。如果是在官方网站预订房间
的话，可以享受一顿双人的免费午餐。
Av. Alvear 1891
（54-11）4804-7777
单人房 4000 比索起；双人房 4800 比索起
www.alvearpalace.com/v3/eng/index.php

Reina Madre Hostel
经济适用型 | 普通家庭、年轻驴友
西班牙风格的老 Hostel，在城市的同行里一直保持较高

Anchorena 1118

性价比，因此口碑极好。里面的装修非常简洁，并没有

(54-11) 4962-5553

什么特别之处，但是风格偏法国和西班牙的装饰，是个

单人间 300 比索起；床位 60 比索起

素朴而方便的旅馆。

www.rmhostelbuenosaires.com/eng/index.php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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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vida Soho Hotel and Wine Bar

Miravida Soho Hotel and Wine Bar

艾利斯最佳旅店，就连百年豪华 Alvear 大酒店和 Hyatt
Park 这 种 高 档 旅 馆 都 被 它 打 败。 这 家 位 于 Palermo
Soho 区的 Boutique 旅馆只有六间房，许多人经过都以
为这只是一家漂亮又古典的富人老房子，但其实里面除
了提供非常贴心而热情的住宿服务之外，还是一个可以
品尝美酒的酒吧。餐厅里有非常大的酒柜，珍藏着阿根
廷各地的美酒，非常适合情侣或年轻的驴友们。可以根
据季节来参考不同的价钱，有时候会有特别折扣哦。
Darregueyra 2050
（+54-11） 4774-6433
双人房 1000 比索起
www.miravidasoho.com

Art Suites & Gallery
Art Suites & Gallery

家庭公寓型 | 带孩子的家庭、朋友团
公寓式的旅店，对于全家游的朋友们是很好的选择。风
格简洁舒适，在各大旅店网站上面的评论也非常高。旅

Palermo 区

店的装饰走的是简约时尚的风格，而且有另外开辟艺术

比较时尚的小区，备受年轻人的青睐。主要交通工具为

廊，可在旅馆里休息的时候顺便欣赏一下当地艺术作品。

公车，地铁的 D 线中的 Scalabrini Ortiz 和 Plaza Italia

房间有双、三、四、加小孩的选择，并且提供送早餐到

站都算是在区内，但是都离旅店比较远。并不适合第一

房内的服务，在前台可租手机卡，所有房间都备有小厨

次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们。另外尽管这里治安较好，

房及无线网。长期居住的话可以打电话或发邮件到旅店

但还是建议晚上不要单独出去。

申请优惠价 (info@artsuitesgallery.com.ar)

Miravida Soho Hotel and Wine Bar

Peña 2268
(54-11) 4809-0800

人气较高型 | 情侣、年轻驴友

双人 + 小孩：800 比索起；三人房 900 比索起；三人公寓：

最近在阿根廷的旅游网和各种驴友博客中很有人气的一

1100 比索起

个小旅馆，它连续三年赢得 Tripadvisor 网上的布宜诺斯

www.artsuites.com.ar/reserv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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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dge Hotel

Buenos Aires Stop

Hotel Madero

市中心区

方尖碑四条街和 Corrientes 大道一条街很近，几乎在国

交通良好，四方八面的地铁和公车都会经过这里，并且

会大楼和五月广场的中间。里面的共享区有许多游戏，

有很多站和交叉点。而且大部分离观光景点很近，城市

方便大家认识交流，共享房间内有男女之分。

观光大巴的很多站都在这里。治安情况中等，白天出门
要小心身上的贵重物品，晚上尽量避免独自行动。
Claridge Hotel
快捷连锁型 | 带孩子的家庭、情侣、驴友
欧洲之星的连锁旅店，所以装潢风格都偏优美的木质家
具，空间宽敞舒适。最重要的是位于市中心，地理位置
非常好。Florida 步行街、方尖碑和五月大道这些景点都
在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Tucumán 535

Rivadavia 1194
(54-11) 4382 - 7406
单人间 100 比索起；床位 80 比索起
www.bastop.com/ch/home.php ( 中文）

新港口区

新富人区，但交通并不方便，公共交通都在差不多一公
里的距离，除非习惯出外打车，因此并不非常推荐。但
是环境良好，治安非常好，无论晚上或白天都不用过多
的担心。

(54-11) 4319-8000
双人房：600 比索起

Hotel Madero

www.claridge.com.ar/EN/hotel.html

时尚豪华型 | 忠实球迷、富豪、明星
国际和本地足球队都偏爱的一个酒店，或许是因为从这

Buenos Aires Stop

个地点开到北区的河床球队俱乐部或者南区的博卡球队

独特艺术型 | 情侣、年轻驴友、文艺青年

俱乐部都非常近，方便比赛的原因。尽管交通并不方便，

很有 FU 的一个小 Hostel，装修风格很艺术，斑驳的砖

但旅馆周围的环境却非常的好，拥有大片的绿荫草地，

墙上挂着大量的现代艺术画和涂鸦，地理位置很好，离

也离港口的市郊区接近，晚饭之后可以四处散步闲逛。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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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喜欢太喧闹的朋友，可能会有点吵。
Republica San Telmo
温馨舒适型 | 情侣、夫妇、家庭
新开的 Bed & Breakfast，有着 Hostel 的风格，由古老
的建筑楼修改而成，所以在各种网站上的评价并不是很
多，但 90% 都是好评，特别受偏好南美风情的年轻背包
族的喜爱。里面的家具和用品非常新，风格温馨舒适，
外加一点波西米亚的气氛和格调，干净并且清新，十分
适合居住。
Republica San Telmo

Chacabuco 1163， 2 楼
(54-11) 1158285079
单人间 300 比索起；床位 75 比索起
www.republicasantelmo.com.ar

America del Sur
干净舒适型 | 单身、朋友、年轻驴友
在大多网站上评价非常高的一家 B&B，工作人员热心又
亲切，经常会组织团队漫步于城区，带领大家出去玩。
旅馆很大，但厨房很小，如果选择分享房间的话可能不
America del Sur

会有很多的私人空间，但毕竟是 Hostel，家具和装备都
非常干净而舒适。
Chacabuco 718
(54-11) 4300-5525
单人间 250 比索起；床位 60 比索起
www.americahostel.com.ar

Palermo Soho 区

位于 Palermo 的北部，Soho 区比较漂亮而时尚，是更
多年轻人的选择，周围酒吧夜店较多，也有不少咖啡馆
Che Lulu

和饭店，以及小资艺术馆、网吧、书店等。但是交通并
不方便，主要交通还是公车，地铁并不经过这里。

另外旅馆的各种服务都很不错，服务生们也亲切热心。

Che Lulu

酒店的顶楼有游泳池、健身房和桑拿房，环境优渥、装

浪漫文艺型 | 情侣、朋友、文艺青年

修时尚。

名字直译是“嘿，露露”，一听就是女孩子开的小清新旅店，

Rosario Vera Peñaloza 360

里面的风格和装修也的确充满着少女的浪漫气息。酒店

(54-11) 5776-7777

位于 Soho 区附近，里面文艺气息浓厚，活动较多，干

双人房 800 比索起

净舒适又大方，但相比之下地理位置并不适合初次来到

www.hotelmadero.com/default-en.html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客们。尽管环境安静幽雅，但是比
较难找，各种交通也不怎么方便，请慎选。

San Telmo 区

是城市内的老区，离市中心非常方便，交通很好。地铁 A、

Emilio Zola 5185
(54-11) 4772-0289

E、D 三条线的终点站都在这里，并且是许多公车来往的

单人间 300 比索起；床位 60 比索起

地方。小区色彩风情浓厚，也有许多饭店和酒吧，不过

www.chelulu.com/index.ph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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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o stay

最优住宿推荐

How to get around

最佳交通工具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交通及通讯都非常方便的城市，再加上近年马克里市长为了大大宣传首都城的旅游
及观光，更是添加了许多旅游咨询中心及旅游交通点，方便第一次到这里的朋友，能够很快融入这座陌生
而美丽的城市。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交通

街道分配

国际机场

这个城市的街道结构和分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分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有 两 个 国 际 飞 机 场， 一 是 EZE

方格而画，每个方格以街道分开，而每条街道均为百米，

（Aeropuerto Internacional Ezeiza）， 另 外 一 个 是

以不同的历史人物、国家或城市、历史日期命名。街角

AEP（Aeroparque Jorge Newberry）。第一个是接收

处有标有号码的黑色指示牌，左边是奇数，右边是偶数。

来自欧洲、亚洲、中南美、北美及其他大洲和邻国班机

比如你要去某条街的 552 号，就可以看街头的指示牌为：

的大机场，后者则是国内机场，但也会有来自智利、巴西、

XX 街 ← 500—600 →， 那么就可以知道往哪个方向

秘鲁等邻国的班机。

走，非常方便。市内最主要的大道里伐达维亚大道（Av.

目前只有 8 号公车路线从 EZE 开往市中心 Paseo Colon

Rivadavia）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长的马路，将城市一分

大道，接近总统府和五月广场：车票 5 比索，需投硬币。

为二，从五月广场开始，一直延伸到城外。

在了解阿根廷首都内的公共交通方式之前，应该先了解

另有连接新港口 Puerto Madero 及 EZE 的 Tienda de

Tips 小贴士

Leon 大巴，价格为 110 比索。计程车费用一般 300 比
索起。

与 Rivadavia 平行的几大街道，从南向北依次为：
• Av. Corrientes: 城市闹区大道，红色地铁 B 线沿这条大路伸延；

Tips 小贴士
作者比较推荐在机场雇佣私人轿车（Remis），可以先讲好价钱，一般至市中心
闹区需 200 比索起。

• Av. Cordoba：连接 Retiro 火车站和最西区的 Flores 区；
• Av. Santa Fe：高档富人区 Palermo 和 Recoleta 的主道，是连接市中心的双
行道，路面有 12、39、17、10 路公车，沿线有绿色地铁 D 线；
• Av. Independencia：沿线为紫色地铁 E 线。

统一公交卡
公交卡（SUBE）、地铁、公车、火车和高速公路均可使用，
但办理较困难，需携带护照前往官方售卖点填写表格后
支付 15 比索购买。公交卡使用方便且价格便宜，逗留时
间较短者不建议办理。
地铁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非常方便，目前共有 A、 B、 C、
D、 E、 H 六条线，以颜色区分。
Tips 小贴士
1. 地铁票可以在下车的门口买：5 比索。
2. 地铁为单道而行，一张票只能去一个方向，门口均有方向标识。
3. 在不同线的交叉点可以免费转车，不用另外付费。

Qunar 骆驼书

|

09

公车

提升 20%。上车需要报详细地址。

公车也非常方便，基本上每隔 200~400 米为一站。车上
不会报站，下车需按铃，所以对城市完全陌生或者不会
说西班牙文的朋友们并不适合坐公车。

通讯
APP

观光巴士

市政府的旅游局推出了许多方便的 APP，有方便指路的

近年市政府推出的黄色观光车，分为两条路线，交叉点

“如何抵达”(BA Como Llego)、免费自行车出租点（BA

在巴勒莫树林里的天文台站及玫瑰公园，可以免费换车，

Ecobici）、各大文化重要事件（BA Cultura）以及寻找

价钱稍贵，可在网上或售卖处购票，分个人票、家庭团票、

网络热点 (BA WIFI)。

24 小时一日游和 48 小时游等不同类别。
www.buenosairesbus.com/en/rates.htm

www.turismo.buenosaires.gob.ar/es/article/aplicacionespara-m%C3%B3viles

免费自行车

Wi-Fi

为了宣传绿化及环保型的健康观光方式而推出了免费的

市政府提供许多公共的无线网络热点，可登录网站 www.

自行车，需要先注册才能享受，具体步骤为下：

buenosaires.gob.ar/modernizacion/wi-fi-gratis 查 询

注册基本资料→登录网站寻找离自己最近的取自行车站

连接点。另外 , 几乎所有的旅馆、酒店、咖啡馆和餐厅都

→领取自行车需携带护照并填写表格→使用一个小时后

备有无线网络，但有时需要向服务生咨询密码。

可在任何自行车站先还车再续借
bicis.buenosaires.gob.ar/registro.aspx；
ecobici.buenosaires.gob.ar/sistema-de-transporte-publicoen-bicicletas/consulta-la-disponibilidad-de-bicis-de-cadaestacion；
ecobici.buenosaires.gob.ar/files/2013/02/Declaracionjurada-08-11-11_Eng1.pdf

电话卡
本地电信公司有 Personal、 Claro 和 Movistar 三家，
基本只要是裸机，都可以用这三家的临时 SIM 卡。平均
手机卡费用约 50 比索起，最推荐用 Claro 电信公司，信
号最好。如果要打长途电话，只能在中国城购买电话卡。
Arribenios y Mendoza

周一至周五 08:00~20:00，周六 09:00~15:00

计程车
计程车费用较高，平日费用从 11 比索起，每 200 米或
停顿超过一分钟便跳 1.1 比索，晚上 22:00~06:00 费用

明信片
景点周边的纪念品店均可买到明信片并且支付国际邮费，
阿根廷的明信片大多都不带邮票，明信片的价钱大约 10
比索起一张，邮费为 10~20 比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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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assic Buenos Aires 经典 · 布宜诺斯艾利斯

吃货必尝

Top10 国宝级美食体验
由于阿根廷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独天得厚，这里的农产品品种优良且健康美味。90 年代末，阿根廷总统
曾在纽约时代杂志的访问中开玩笑说：
“若是素食主义者，就别来我的国家。”这并非说这里的蔬菜水果不好，
而是因为当地食物都是以肉为主，国人更是“以肉为天”。阿根廷也盛产高质量的葡萄酒，来到吃货的国度，
准备好让你的舌尖跳场探戈吧！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1

Asado 烤牛肉
──闻名世界的阿根廷经典菜品

西语中的 Asado 是烤的含意，而在阿根廷却统一指烤肉，
无论是猪肉、鸡肉或牛肉，都可以在餐厅里看到以铁杆
火烤的实景，许多餐厅甚至会把整个火架都展现在橱窗
上吸引食客。作者推荐被阿根廷人视为国粹的烤牛肉。
在国际美食界，Asado 甚至成为阿根廷的代名词，到这
里的旅客和当地人交流的时候，一般都会被问：你认识

延伸阅读：学学阿根廷人怎么吃牛排
阿根廷的牛排可分三种：Jugoso( 多汁的 ) 牛排带点血，
切开会有血汁，肉嚼在嘴巴里有点像果冻的感觉，不怎
么推荐。除非是吃 Bife de Lomo 牛背部分，该处很厚，
嫩一点无妨，而且还可能更香。A Punto( 刚刚好 )，约 6、
7 分熟，可能还有一点血汁，但基本上熟透且外层香脆。
Cocido( 完全熟 )，对于喜欢吃嫩肉的朋友而言，相较老些，
但阿根廷牛肉品质好，即便 Cocido 依然可口。

马拉多纳吗？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吃 Asado 了吗？因为
有南部富饶的大草原撑腰，阿根廷是一个牛比人多的地
方，牛肉的生产拥有无比重要的地位，而这里的牛排更
是原汁原味。其做法是由高温的炭火将牛排烤到外表香
酥内里鲜嫩多汁，并带有红木炭熏香味，过程中只用盐
和少许黑胡椒调味，食用时可加几滴柠檬汁，配上红酒
和生菜沙拉，简直是天堂美味。绝大多数餐馆会充分利
用牛的每一部分，五脏六腑做前菜。饭店会将烤得酥脆
的牛腰、牛肝、大香肠，切成小块放在银盘里供人品尝。
推荐餐厅：
吃烤肉很方便，只要你走在街上看到 Parrilla（烤架）这个词就可以
走进去，而且很满意地走出来。在这里，作者要推荐的地方是 Aires
Criollos。
Av. Santa Fe 1773
D 线，Callao 站
周一至周日 12:00 开门；19:00~ 打烊
人均 150 比索
Asado de Tira，牛排（这个部分肉最嫩）
www.airescriollos.com.ar
这家烤肉偏原味，较香脆，味道正好，胡椒和咸味都加得均可，可
以充分体会到烤肉的香味。服务生都是老人家，英文不是很流利，
但是会很好心地向你推荐牛的哪个部分最好吃，并且小心提醒你是
不是点得太多。另外饭店的烤架就在外面，很方便看厨师是如何准
备你即将吃下胃的牛肉，并且享受刚下烤架的原味牛肉

Tips 小贴士
1. 在饭店里吃烤肉时都会提供两种酱，用来蘸肉一起吃，都是本土的发明。第一
种叫 Chimichurri，由洋葱、青椒、红椒、橄榄油和醋搅拌在一起的酱，味道酸辣。
第二种叫 Criolla，由番茄、洋葱、甜椒混合油和白醋的酱料，味道偏酸。
2. 阿根廷人的三餐分明，早餐从 7 点开始，直到接近 11 点；午餐时间可从中午
13 点到下午 4 点左右，晚餐则是从晚上 9 点到凌晨 1 点。两餐内容相似，首要
食品是牛肉，次要是鸡肉和鱼肉，很少人食用猪肉。推荐搭配沙拉和红酒，阿根
廷的果蔬都很好，吃太多烤肉感到油腻的话吃点西红柿和生菜沙拉正好。
3. 市中心 13~14 点是午饭高峰，一般都是上班族出来吃饭的时候，基本上所有
餐馆都会被挤满，所以旅者尽量避开该时段与区域。
4. 大街小巷上的餐馆很多也很美味，有时候简陋古老的一些最是好吃并且便宜，
但要注意橱窗上是否有贴信用卡的商标图，否则便是只收现金付款。另外在用餐
时一定要留小费给服务生，金额在总消费的 1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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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 马黛茶
──人手一杯的健康饮品

阿根廷国宝，被视为“上帝赐予的神秘天草”，味道偏苦，
有清淡浓苦之分，可以平衡神经功能、净化体内环境、
提升血液质量、促进新陈代谢、增强抗病体质。走在街上，
可看到阿根廷人一手握着热水瓶，一手拿着马黛茶杯边
走边喝的景象，而周末在公园草坪上更是到处都是围坐
的人，一杯马黛茶就这样在亲友之间传递分享着喝。自
己可买一整套马黛茶具泡茶喝，也可以去马黛茶屋品尝。
马黛茶屋会推出一整套服务，从热水瓶到茶点都有供应。
一般都是配牛角包、烤面包面、土司和果酱，或阿根廷
的特色点心 Tortafrita——一种油炸面包和黄油而制做成
的糕点，外表如蛋糕相似，味道香脆偏咸。
最推荐茶馆：La Payuca
Av. Santa Fe 2587
D 线，Pueyrredon 站
马黛茶套餐 30~40 比索
周一至周日，12:00~ 最后一位客人离店
www.lapayuca.com
这是一家提供阿根廷本地的特色餐馆，马黛茶的服务是每日 16:00
~19:00。有两种马黛茶套餐可选：配土司加黄油及果酱或者是配
Torta Frita。餐馆后面有供儿童玩耍的游戏厅，所以带孩子去很方
便。服务生都是漂亮的年轻美眉，会说基本的英文，会好心告诉你
他们提供的一瓶热水够多少人喝，如果不够的话不用点两份，续水
就好。这里提供的马黛茶叶是 Amanda 品牌，味道偏淡，比较适
合国人的口味。

推荐红酒品牌：Bodegas Salentein – Malbec
中等，按照年份及品质价格由 120~300 比索不等
Winery 品牌的连锁店，在城市的很多市区和百货公司里都有卖点，
详细地址可参考：www.winery.com.ar/index.php#locales
萨兰亭酒庄的 Malbec 红酒，该酒庄安置在 Mendoza 身份的 Uco
山谷内，其园内的葡萄树树龄古老，该酒庄酿造红酒时便 100% 用
这些出产优质的葡萄，并让在橡木桶中陈酿达 13 个月，才酿出它
们的头牌红酒。其味道可口甘甜，口齿留香，并无涩味，隐约有黑
莓和巧克力的香气，并且可品尝出烟熏及果香与榆木的完美结合。

Tips 小贴士
如果有幸被当地人邀请喝马黛茶的话，记得不用每次喝完一杯都说谢谢，而是在
喝饱之后不能再喝的时候才向主人道谢：双手拿着马黛茶杯子还给主人并且说一
声 Gracias（谢谢），对方就知道你喝够了并且不再帮你倒茶。用具由茶杯和金
属吸管组成，传统的马黛茶杯有用晒干的南瓜皮做的，木头的，而现在也流行用
玻璃做的茶杯。自己喝的话要先拿起茶杯，斜倒茶叶，用餐巾纸覆盖杯口来回晃
动让茶叶的粉末散开，再用指头按住吸管插入茶杯，水不能是滚烫的，不然会烧
损茶叶而破坏自然成分，倒水时要对着吸管，让金属管吸收热度。

3

Malbec 红酒──南半球的天然珍酿

阿根廷在酒界独领风骚的红酒品种，起源在法国南部，但
后来法国因自然灾难，很多葡萄嫁接于美国加州种植才得
以生存，幸运的是远在南美洲的酒产区避过了这场灾难。
其中阿根廷中部 Mendoza 省的自然环境更是得天独厚，
因离海洋较远，西边的安第斯山脉又挡住了来自太平洋的
水汽，导致气候干燥晴朗，年降雨量虽然稀少，但因有春

Tips 小贴士
购 买 红 酒 时 可 注 意 到 还 有 一 种 Malbec D.O.C
（Denominacion de Origen Certificado）是指一种有“原

夏两季时安第斯山脉流下的雪水提供灌溉。另外，这里气
候炎热，昼夜温差大，非常利于葡萄生长。
这里的环境造就了一个稳定且容易控制的葡萄酒产区，其

产地控制命名”机构的专家评鉴的红酒。这种机构是是保证

中叫做 Malbec 的葡萄品种尤其优质，非常适合酿成红酒。

产区的葡萄酒是由规定的葡萄品种酿造的，而且该葡萄也是

它的味道甘美甜润，略带苦涩，酒精度恰到好处，佐配烤

来自该产区的。甚至要求使用本国的葡萄品种才行，所以一
般价钱偏高，是经过严格考核证明是阿根廷本地的红酒。

牛肉更能突出其口感，香气满溢又回味悠长。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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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lce de Leche 甜牛奶酱
──甜品控的最爱

这个风靡南美洲和美国，甚至传至法国和英国的酱，法

Tips 小贴士

文名叫 Confiture de Lait，意为牛奶酱。以牛奶、糖和
香草香料制造而成。阿根廷对此甜酱非常重视，对制造
厂有严格的年度考核并且对用在上面的食料份量有严苛
而精确的要求。这种酱深受当地人喜爱，几乎任何带有

推荐品尝 Dulce de Leche 的冰淇淋，且最推荐 Volta 冰淇淋连锁店。或者有一
种叫做 Vauquita 的品牌，专门以 Dulce de Leche 制成各式各样的零食，如甜饼、
糖果、夹心饼干、巧克力或任何能想到的。可在各种超市和小零食店买到，价钱
1~10 比索不等。

巧克力的零食和糕点都会加点 Dulce de Leche 点缀，在
咖啡馆用早餐的时候，侍应也会端来一小瓶让你涂在面
包上。喜欢甜食的朋友们不可错过，但对国人来讲，这
个可能会有点腻。若带回去做手信的话，可以选择带一
大罐或者带些夹有 Dulce de Leche 的零食或点心。
推荐品牌：La Serenisima
个人认为这是阿根廷最好的奶制品牌，没有之一。该公司光是 Dulce
de Leche 的制品便有 6 种，其中考虑到女顾客的需求甚至还有零卡路
里的产品，并且大部分是乳糜泻症患者皆能食用的。容量从 250 克到
1000 克不等，价钱在 10~30 比索。任何超市或小零食店都可购买。
Havanna
专门制造阿根廷本地的各种糕点及零食的连锁店，热闹市区中到处可
见，也有提供咖啡馆的服务，顺便买产品。以巧克力为主打售卖各种
夹心饼干和甜食。其中的 Dulce de Leche 重量在 450~800 克，有玻
璃和金属罐包装，方便携带，价钱为 20~40 比索。

推荐餐厅：San Telmo Plaza
Peru 1017
搭乘公车 8，22，24，28，29，33，61，64，74，86，93，
126， 130， 143， 152， 159， 195 路可到
周一至周日，12:00~16:00；20:00~ 打烊
人均 100 比索，只接受现金
很有当地风情的气氛的餐馆，因是老招牌所以在当地的人气很高，
店里的招牌菜是 Milanesa a la Napolitana，份量十足，而且服务
生态度很好，但基本上不会说英文。晚餐时早点去，8:30~9:00 为
宜，可避开当地人的用餐高峰。餐厅上菜要等很久。

5

Milanesa 炸肉排
──飘洋过海的移民美味

据说原本是由瑞士人发明的美食，但它的名字却偏偏指
向意大利 Milan-esa：“从米兰来的”，十八世纪时随著欧
洲移民者漂洋过海到阿根廷，如今成为阿根廷最受欢迎
的食物之一。外表是切成薄片的牛肉（也有鸡肉和猪肉），
先用打好的鸡蛋浸湿，在上面洒满面包粉，下锅去炸；
色泽金黄，味道脆香。吃法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布宜
诺斯艾利斯本地的发明 A la Napolitana，肉片上加上融
化的莫萨里拉酪和番茄酱，搭配刚刚炸好的薯条，下面
铺着奶酪和火腿，最上面是刚出锅的煎蛋。

Tips 小贴士
可在肉片上滴几滴柠檬汁，味道更清香。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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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ripan & Bondiola 三明治
──阿根廷人最爱的路边小食

大香肠三明治的组要成分为 Chorizo 烤香肠，平常在餐
厅里也可在菜单上点到它，是一种烤肉的前餐。由碎肉
所组成，外皮被架在烧烤上面烤至微焦的颜色，夹着法
国 面 包 吃 就 叫 做 Choripan。 里 面 加 可 Chimichurri，
吃起来更加香辣，是阿根廷典型的路摊食物，在足球场
和海滩边也非常常见。而且非常便宜，在路边平均 20
比索一份，能够吃撑。适合旅人边吃边逛。而一般卖
Choripan 的小摊子上都会卖 Bondiola，是把猪肉切成

Tips 小贴士

片，叉到烤架上面去烤的一种三明治，里面夹著生菜番
茄和一份煎蛋，秘诀在於把简单的蛋黄液搅拌，混在肉
片上一起吃。加一点 Salsa Criolla，酸辣美味。

7

买 Bondiola 吃的时候，路边小哥都会问你是否要 Completa（全套餐的），一
定要点头答应，否则里面没有煎蛋或火腿。路边小摊都只接受现金付款，也请准
备好零钱，不推荐以一百元支付，以防找钱时收到假钞。

Empanada 大饺子
──阿根廷式的披萨

由牛肉、猪肉、玉米、蔬菜、火腿和起司、鸡蛋、洋
葱、橄榄等不同味道做成的内馅，用极薄的麦穗面粉皮
包裹，并且在外面涂上蛋黄，入烤箱内烤或炸。可作前
餐也可当正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Empanadas 份量很
足，通常被当做正餐。街上可以看到专门卖 Empandas
的连锁店，最有名的是 Gourmet，Solo Empanadas，
El Noble。披萨店里面基本上也会有卖。预算高一点的
可以去下面推荐的 Empanadas 招牌老店试试，里面除
了经典馅料之外，更有店里自己发明的特色口味。

最推荐餐厅：
Gourmet 连锁店
三个大饺子加一瓶饮料 35~40 比索，单一的大饺子为 10 比索
这里的大饺子是油炸而并非烤出的，非常香脆可口；作者个人推荐
Carne Picante（辣牛肉，但其实一点都不辣）和 Humita（玉米的）
口味
empanadasgourmet.com.ar
La Morada
Hipolito Yrigoyen 778
C 线 Av. De Mayo 站（终点站）E 线 Belgrano 站或 Bolivar 站（终
点站）D 线 Catedral 站（终点）A 线 Lima 站
大饺子一只 11 比索
超有特色的民俗饭店，非常受当地人的欢迎。这里的大饺子有特色
口味，其中的馅包括了软牛肉、香辣肉 、金枪鱼、火腿、奶酪、罗
勒、番茄、熏肉、梅子、洋葱、芹菜和羊乳等。
www.lamorada.com.ar
La Americana
Av. Callao 83
B 线 Callao 站 A 线 Congreso 站
人均 70 比索。只收现金付款
其实主打牌是比萨店，但在阿根廷人的点评下却也享有‘全城最好
吃的大饺子饭店之一’，并没有店里自己发明的馅味，但是大饺子
非常大并且丰满，可选炸的（Fritas）或烤的（Al Horno）的两种
外皮不同的吃法
www.pizzerialaamericana.co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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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ros 甜油条
──街街巷巷的市井甜品

麦穗面包做成条状，里头夹著 Dulce de Leche，也可是
红莓果酱，或无夹心，用油炸出，外面敷上白糖或巧克
力酱，最地道的吃法是配杯热乎乎的巧克力。无论早餐
或下午茶，都是阿根廷人们最爱的点心之一。一般咖啡
馆和街上的小摊都有提供。
推荐餐厅：
最推荐在任意 Panaderia 面包店里购买，提供刚刚烘焙好的各种甜早
点和蛋糕， Churros 就是其中之一。虽然把它作为下午茶是个很好的
选择，不过最推荐作为早餐，大量的卡洛里可以让人精神饱满地开始
一天的旅程。

9

Alfajor 夹心甜饼
──南美洲风格的巧克力饼

随西班牙移民船漂洋过海到南美洲的夹心甜饼，阿根廷人

10

Locro 浓汤
──阿根廷人冬天的八宝汤

指内有玉米、豆类、南瓜、洋葱、孜然、香叶、盐味、

尤其喜爱，Alfajor 来自阿拉伯语 Al-Hasu ，意为“夹心”。

猪肉和牛肉的浓汤，有时候也会添加火腿，适合冬天吃，

阿根廷的 Alfajor 外面都有一层巧克力，中间夹着 Dulce

因为热量和营养很适合抵抗布宜诺斯艾利斯潮湿寒冷的

de Leche 或果酱、慕斯、果冻、糖果等。比较讲究的是

冬天。味道鲜美多汁，芬芳浓郁，口感细腻柔滑，如果

外面的两块饼干，要求细腻柔软而香味浓厚、甜而不腻、

有机会在冬天来到阿根廷，在充满古老风情的餐厅里点

干而不涩，外层巧克力比较硬，一口咬下时中间的夹心满

一份浓浓的、热腾腾的 Locro 最是暖胃，那香醇滑顺如

溢在口中，鲜美多汁而酸甜可口。阿根廷南部有许多私家

丝绸般的汤缓缓滑入胃时，全身就立即温暖起来了。

制作的 Alfajor，采用家传的食谱去做，夹心除了水果或
果酱，也有甜红薯、甜土豆和南瓜味道。
推荐品牌：
Milka
阿根廷的主打零食品牌之一，该品牌巧克力香甜不腻，奶味浓醇，入
口即溶。最推荐巧克力慕斯夹心饼，共三层巧克力两层夹心，外壳硬
且脆，口感极好。任何超市和零食店都可买到，约 8~12 比索。
El Aguila
阿根廷的主要巧克力厂品牌，口味较甜，香味中略带苦涩。有一种叫
Mini Torta（小蛋糕）的夹心饼干，层次极厚，外表坚硬内里柔软无比，
咬下去时 Dulce de Leche 立即溢满而出，非常撑胃。可选择在漫游城
市时随身带着充饥。任何超市和零食店都可买到，价钱为 12.5 比索。

最推荐餐厅： La Carreteria
Brasil 656
4， 8， 20， 25， 29， 33， 53， 61， 62， 64， 74， 86，
93， 129， 130， 143， 152， 159， 168， 195
周一至周日 12:30~16:00；20:30~ 打烊
Locro 的价钱在 40 比索左右，也有其他的当地菜，如大饺子或
Milanesa，人均则在 70 比索左右
这里还提供阿根廷北部的 Locro，特色是放猪肉和大香肠，另外也
会在上面铺一层厚厚的青葱，让浓汤更清香。
lacarreteria.jimd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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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完美一日游
从殖民地走向革命独立，从曾经肮脏凌乱的码头华丽转身成为今日的“小巴黎”，
从明媚的清晨走到不醉不归的夜晚，这条路线将引领你从古到今，藉由地铁与步行
看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历史路程。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地铁 A 线 Piedras 站

09:00
托尔托尼咖啡馆——在百年文艺沙龙里开始一天
托尔托尼咖啡馆（Café Tortoni）是当地最古老且最有名的咖啡馆，于
1858 开业，它开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文学咖啡馆的先河。在上世纪的
20 年代是上流社会、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讨论天下大事和文艺发展的聚集
地，店内的每个座位旁都会有金属牌子显示这里曾经是哪位大师的专座，
同时还保存着昔日谈笑风生模样的名人塑像，其中最有名的是探戈大师
卡洛斯 • 葛戴尔（Carlos Gardel）、豪尔赫 • 路易斯 • 博尔赫斯（Jorge

Tips 小贴士

Luis Borges）及传奇女作家阿尔芬西娜 • 斯托帝（Alfonsina Storti）。
Avenida de Mayo 825

喜欢艺术和摄影的人建议花一点时间仔细看墙上的
装饰品和曾经到访的名人画像。在咖啡馆里可以买
到可爱的纪念品，但价钱偏贵：咖啡杯（98 比索）、

周一到周六 08:00~ 次日 03:00；周日 08:00~ 次日 01:00
30 比索起

茶杯（80 比索）、咖啡馆型冰箱贴（33 比索）、拉

www.cafetortoni.com.ar

风琴的悲哀音乐家小雕像（85 比索）、咖啡馆型烟

热巧克力加甜油条 (Chocolate Caliente con Churros)

灰缸（65 比索）、跳舞的探戈伴侣小雕像（85 比索）。

延伸阅读：关于托尔托尼咖啡馆的雕像
在三座雕像种，站着的那一位似乎面带微笑而上前打招呼的优雅男士是葛
戴尔 , 人称“歌声带泪的男子”。他是探戈界的翘楚，被视为不可超越的神话。
葛戴尔生于 1890 年，在 45 岁事业正值顶峰时，因乘坐的飞机失事而逝去。
下葬时，整个南美洲都为之哭泣，而如今，从东京到欧洲乃至北美，都仍
有他忠实的歌迷。
坐在葛戴尔右边似乎是撑着拐杖打瞌睡的老人是文学界的大文豪博尔赫
斯，阿根廷著名的作家、诗人、翻译家，除了母语西班牙语之外，还精通
另外五种语言，他的作品集里包括了短长篇小说、短文、随笔散文、文学
评论、诗歌，其文字风格深奥而充满哲意，以经典而让人深思的台词对话
而永垂百年，被视为整个拉美小说家们的开路者。
最后在葛戴尔左边、神情严肃的妇人是阿尔芬西娜 • 斯托帝，阿根廷著名
的女诗人及作家，她早在 1910 年就开始在文字中为女人的地位及平等奋
斗，文字涵义长远而前卫，当初的确非常惊世震俗。她一生坎坷且充满浪
漫的疯狂，在早年便有焦虑而神经质的疯狂症，后来又被查出患有癌症，
最终于 46 岁时自杀，因此她的文字总是带有一种遽尔又决然的悲切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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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人是托尔托尼咖啡馆里的常客，经常在此谈笑风生。为了纪念这三位
命运波折的伟人，咖啡馆里永远地留下了他们的模样。

从 咖 啡 馆 出 来， 沿 着 五 月 大 道（Av.
De Mayo）往小号走，过三条马路，
至 Bolivar 街右转

10:00
卡比尔朵宫——阿根廷革命的发源地
来到城市里第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点卡比尔朵宫（Cabildo de Buenos
Aires），建筑物的风格有着非常明显的西班牙风格，它曾是布宜诺斯艾
利斯作为西班牙殖民地时期的市议会和总督府。在 1810 年的 5 月 25 日，
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于此等待新政府宣布的消息，是五月革命重要的发事

Tips 小贴士
馆里配有导游服务，时间为周三至周五 15:30；周六、
周日及国家假日 12:30、14:00、15:30。

场地，也是总督会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建国的地方。现为博物馆，
里面展示许多油画、首饰和历史文书。
Bolivar 50
周三至周五 10:30~17:00；周六、周日及国定假日 11:30~18:00

咖啡馆有推出马黛茶的全套服务，包括杯子、热水瓶
和点心；因为是旅游胜地所以服务生都会说英文，下
午如果经过的话，不妨品尝下马黛茶。

从卡比尔朵宫出来，穿过广场，到对
面即可

免费
Bolivar （E 线）；Catedral（D 线）；Plaza de Mayo（A 线）

11:00
总统府——最重要、最浪漫的政府机构
据说为了缓和两大政党的纷争关系，1850 年，萨尔缅多前总统决定利用两
党所代表颜色——白、红色的混合，重新粉刷总统府（Casa Rosada），
使其拥有花朵般的色彩，大家也因此称它为“玫瑰宫”。如果晚上经过的话，
可以看到被粉红色灯光照亮的玫瑰宫，显得浪漫又温馨。总统府东楼的地
下一层设有博物馆，主要展示历任总统的用品、肖像、雕塑、首饰、文件、
服饰、专车等。最有名的是前第一夫人爱娃 • 贝隆的首饰珍藏。总统府后
面是阿根廷立国两百年纪念博物馆，亦展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证物。
Balcarce 50
Bolivar （E 线）；Catedral（D 线）；Plaza de Mayo（A 线）
周末及国家假日 10:00~18:00
免费参观，每隔十分钟有英文导游带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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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统府宫偏门出来，回到五月广场，
东边的白色希腊式建筑即是

12:00
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教座堂——无名的独立英雄之墓
阿根廷的主要宗教为天主教，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教座堂（Gran Catedral
de Buenos Aires）便是教徒们最重要的聚集地，最初非常简陋单调，但
经过多次的重建和装修，混合了多样的建筑风格，最主要的是内部的中央
走道和圆顶，还有巴洛克装饰的大门及石柱。里面富丽堂皇，保留了历史
上珍贵的雕塑和祭台装饰。拉丁美洲的解放者及独立英雄圣 • 马丁的骨骸
也安葬于此，和他共同下葬的有一具空棺材，是“无名的独立英雄”之墓，
象征着所有在战争中失去性命但无法辨识姓名的军士。每周一至周五，这
里都会有导游为游客服务，带领大家参观教堂下面的地穴，值得体验。
延伸阅读：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皇
在主教座堂的右翼，去年七月份时设立了一间小巧的新展览厅，推出现任
教皇的照片和文件。2013 年的 3 月份，来自阿根廷的豪尔赫 • 马里奥 •
贝戈利奥位被选为第 266 任新任教皇，尊号取名“方济各”。他是历史
上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皇，且在就任教宗前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
San Martin 42
Bolivar （E 线）；Catedral（D 线）；Plaza de Mayo（A 线）
周一至周五：07:30~18:45（导游时间为 11:00），周六及周日：09:00~19:00
免费

卡比尔朵宫、总统府及主教座堂中间
的大广场

13:00
五月广场——历史的见证，政治的舞台
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及阿根廷历史和政治的
重要舞台。阿根廷人曾在此抵抗了西班牙政府并发动独立革命；也曾有
十万人在此游街抗议，要求释放先前被判入狱的前总统贝隆。无论是抗议
还是庆祝，阿根廷人总要聚集在这里。广场中心最重要的是五月金字塔
（Piramide de Mayo），它是阿根廷最古老的纪念碑，周围则是城市重
要的地标和建筑，包括阿根廷情报局、国家银行、国家税务及收入管理局、
经济部、市政府大楼等。在五月金字塔附近，可在地上见到用白色油漆画
着的女人头巾的涂鸦，那是“五月广场母亲”的标示，由 1976~1983 年
间在战争中丧失子女和亲属的母亲们所发起的运动，自 1977 年起，每周
四下午，这些母亲都聚集于此，静静地拉起抗议的布条，在广场上绕圈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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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ólito Yrigoyen 400
Av. De Mayo（A 线）；Bolivar（E 线）；Catedral（D 线）
免费参观

从 五 月 广 场 离 开 后 沿 着 右 边 的 San
Martin 街往大号走，在走到 500 号的
时 候 沿 Lavalle 街 往 左 转， 走 至 545
号即可

14:00
ABC 餐厅——大隐于市的美味
隐藏在市中心热闹区，一家不起眼的 ABC 餐厅（ABC），是只有真正的
当地美食爱好者才会知道的“老地方”。这是 1929 年由德国老先生 Jose
Diez 开办的老店，有各种拿手的欧洲菜，也有让人垂涎的阿根廷当地菜。
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这里的烤焦香肠加土豆泥，由阿根廷式烤焦的德国香
肠加上香喷喷的土豆，深受欢迎。前总统贝隆及其夫人艾娃可是这里固定
的老顾客，早在 1945 年，大厅中间的位置总是他们两位的预留座。店里
装潢简单、干净舒适，墙壁上的黑白照片展示着这里昔日的辉煌和荣耀。
Lavalle 545
Florida （B 线）
restaurantabc.com.ar
周一到周五 12:00 ~17:00
人均 80 比索起
烤焦香肠加苹果稀泥（Salchicas Asada con Pure de Papa)

从 五 月 广 场 沿 着 Diagonal Norte 大
道往大号或方尖碑的方向走，第二条
马 路 就 是 Florida， 约 150 米， 步 行
约 1 分钟

15:00
佛罗里达街——热闹繁华的金融经济中心
佛罗里达街（Calle Florida）从 Av. De Mayo 至 San Martin 广场，是长
达十条马路的步行商业区，周围都是银行和各大国际企业的办公楼，所以
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都是热闹非凡。两旁的商店大多都是服装、首饰和皮
革店，中间空位处会有摆满艺术品的路摊；街头上有许多探戈艺人和流浪
吉他手或小丑表演献艺，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停留观看，但一定要慎防小偷。
Florida 和左右平行的几条街都连接在一起形成人行道区，90 年代时曾经
繁荣热闹，但在 2001 年的经济风暴之后旁边的几条街都不复昔日辉煌，
并且有点混乱，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最推荐沿着 Florida 直走。
推荐店家
Prune 是一家阿根廷的时尚皮革店，商品主要是包包、鞋子及皮衣。其实
Florida 街道的尽头还有很多皮革店，但是这一家品牌时尚且美观，深受
阿根廷女人们的喜爱。不过价钱略贵，皮包平均在 600 比索以上。
Isadora 是一家专卖首饰的品牌，在 Florida 街上会有两到三家，它的首
饰精致小巧，各种风格的耳环、手链、围巾都有，也有很多带拉美风情的
美丽项链和手镯，非常适合带回去做小礼物。价格不贵，100 比索就可以
买到非常精致的饰品。
Florida 100
Av. De Mayo（A 线）；Bolivar（E 线）；Catedral（D 线）
周一至周五：09:00 ~ 20:00；周六及周日：12:00 ~ 21:00
皮革制品、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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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 Florida 街 700 多号

16:00
太平洋百货公司——文艺与时尚聚集一身
如 果 你 圣 诞 季 来 到 这 里 的 话， 首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便 是 太 平 洋 百 货 公 司
（Galerias Pacifico）门前，高达五十米、用各种装饰品点缀得美轮美奂
且豪华璀璨的巨大圣诞树。如果是平日，尽管没有圣诞树，你也可以站在
商场的中心点仔细观赏其拱穹形屋顶上华丽彩艳的壁画。不仅是在天花板
上，其他的墙壁上也可以看到由本地画家所绘的壁画。除了多家本地的时
尚品牌和礼品店之外，顶层的“博尔赫斯文化展览厅”常有摄影、艺术、
雕像展览推出，值得一游。
Florida 737
Florida（B 线）
周一至周六：10:00~21:00；周日：12:00~21:00
Rossi & Carusso：高级皮质店，里面的衣服和皮包平均在 1000 比索以上，但是
质量非常好，做工也非常精湛。
El Boyero：专卖阿根廷风格的礼品，如果正在担心带什么样的礼物回去的话，这
里一定是首选，其中有卖银质的高级马黛茶杯子、牛角镀银的倒酒托盘、舒适柔
软的羊毛披肩，以及各种各样的皮质衣服。

从 Florida 街走到尽头，主要景点大
约有 10 条街，慢慢逛的话，大概需要
1 小时

17:00
圣 • 马丁广场——浪漫与优雅并存
圣 • 马丁广场（Plaza San Martin）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漂亮的广场，周
围伫立着欧洲风情的旧建筑。其中包括曾经是“媒体号”（La Prensa）
报纸的董事长何赛 • 帕斯（Jose Paz）的私人住宅 “和平宫”（Palacio
Paz），以及现为外交部礼仪司的圣马丁宫（Palacio San Martin）。周
边有许多皮革商店及露天咖啡馆，颇有欧洲的感觉，另外北部有大片的绿
荫草地，市政府会不定时推出露天文化展览。
延伸阅读：何赛 • 帕斯（Jose Paz）
19 世纪阿根廷上流贵族的代表人，他的祖先可追溯到西班牙皇族，而亲
戚之间不乏阿根廷其他省份的创建者或统治者。于 1869 年创建了“媒体
号”La Prensa 报纸，成为阿根廷新闻界的巨龙，该报纸至 1980 年代时
一直都是阿根廷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之一，后因政治因素多次被政府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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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 • 帕斯后来于法国摩纳哥去世，在之前他曾委托法国建筑师 LouisMarie Henri Sortais 为他建筑新的住宅及别墅，就是目前在圣 • 马丁广
场旁的“和平宫”。这是当年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豪华及最大的私人住宅，
华丽绝美。
Florida 1000
San Martin（C 线）
免费参观
位于圣 • 马丁广场的起端，沿着广场
步行即可

18:00
武器博物馆——穿越时光的神奇展示厅
武器博物馆（Museo de las Armas）是一个连本地人都鲜少知道的博物馆，
里面有保存最完整及完好的武器展览，从中世纪的刀刃长矛箭矢、骑士盔
甲、马匹和斗篷，到 1942 年马岛战争上所用的大炮、火枪及军队摆阵。
推荐大家细细阅读那些展示品面前的标签，上面甚至有用西文写着“1310
年，用来屠杀水龙之剑”或“来自挪威，砍火精灵之器”的提示，让人啼
笑皆非，但浮想联翩，仿佛跟着这些武器就能穿越到不同的神奇国度。
Santa Fe 702
San Martin（C 线）
周一至周五 13:00~19:00
museodearmas.com.ar
10 比索

走 回 Florida 街， 步 行 至 Corrientes
大道

19:00
Corrientes 大道——体会南美百乐汇的不眠之夜
人称 Corrientes 大道 (Av. Corrientes ）为“不眠街”或“布宜诺斯艾利
斯的百老汇”，每到晚上，从国会所在之处到新港口 Puerto Madero 就

Tips 小贴士
在 Av. Corrientes 1300 号的转角上是拍摄白色方尖
碑和热闹的城市夜景的最好角度。

一片金碧辉煌，璀璨炫目的灯光和大剧院前挂着的霓虹灯照得整个夜晚都
明亮起来。有许多古老书店、唱片店、饭店和剧院，并且都很晚打烊，特
别是周末更是营业至凌晨，可以耗费一整晚的时间慢慢地逛，欣赏美丽的
夜景。
Av. Corrientes 1600
Uruguay（B 线）
免费参观

延伸体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
在 Av. Corrientes 和 Uruguay 的转角之处有两座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的彩色
雕像，分别是 Alberto Olmedo 和 Javier Portales——上世纪末阿根廷著
名的喜剧演员，两人轻松地坐在沙发上，一个戏谑狡猾地咧嘴而笑，另一
个似乎正要开口讲话，中间的位置是空的，方便旅客坐在此处拍照留念。

沿 着 Av. Corrientes 往 方 尖 塔 走 至
1300 号，约三百米

20:00
永生者饭店——品尝百年永生的好味道
在永生者饭店（Café de los Inmortales）用餐，会有时间回溯的感觉，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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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回到 40 年代的辉煌时代，老服务生们穿着笔挺的西装骄傲又绅士地
端着盘子来回走动，气氛热闹、人声鼎沸。餐厅主人是阿根廷籍的意大利
后裔，成功继承了其民族的热情和口味。意大利人的餐厅菜单上肯定少不
了比萨，而这家店正是号称“全城最好吃的披萨店”。
Av Corrientes 1369
Uruguay（B 线）
www.losinmortales.com
人均 50 比索起
周一至周六：12:00~16:00，20:00~ 打烊；周日：20:00~ 打烊
夏威夷披萨 (Pizza Hawaiana) 带着这个名字不因为它来自同名的地方，而是因为
加了水果，所以有夏天的味道。烤得脆而微焦的面饼，上面加着融化了的马苏里拉
奶酪，配着番茄切片、蘑菇、火腿片和几块新鲜的菠萝，口感柔软滋润，带着酸甜
的质感，非常可口舒适。

从餐厅出来，沿着 Av. Corrientes 往
大号走到 1600 号，约三百米，5 分钟
的路程

21:00
饭后甜点：黑猫咖啡厅——卖香料的黑猫喜欢喝咖啡
阿根廷人有饭后用甜点或喝咖啡和茶的习惯，目的是去除嘴里的油腻味
道，虽然一般餐馆都有提供茶点，但不妨来这家黑猫咖啡厅（El Gato
Negro）坐坐，体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生活。店里除了卖咖啡点心之外，
也卖各种香料和咖啡豆。一进门就可看到摆至天花板的橱柜，大大小小的
罐子里都是咖啡和异国香料粉末，其中包括印度咖喱和日本的山椒，散发
出古老杂货店的风情。
Av Corrientes 1669
Callao（B 线）
www.egn.com.ar
人均 30 比索起
周一至周四：09:00~22:00；周五、周六：09:00~02:00；周日 15:00~23:00
甜中带酸的酸果蔓红茶（Te de Arándanos / Budin de Pan）清淡甘甜，清香又助
于消化。面包布丁是阿根廷人很喜欢的一种甜点，外焦内嫩，用十二个蛋搅拌而成，
加香草精和牛奶，再送至火炉烤。口味细腻，淡甜芬芳。

从黑猫咖啡馆出来，就在正对面

23:00
深度夜游：复国小道——最容易有艳遇的酒吧一条街
每逢接近周末，复国小道（Reconquista 街）就格外热闹，当地人喜欢在
此举办 After Office （办公后的派对），因此这里的酒吧文化也特别发达。
从 19 点开始，就可以看到许多仍然穿着西装衬衫和高跟鞋与短裙的帅哥
美女，外国年轻人也多，异国风浓厚，因此许多酒吧的服务生和菜单都提
供英文版。酒吧风格各有特色，异国菜饭和配酒小吃选择甚多。
Reconquista 500 号起
Florida（B 线）
周一至周五 10:00~00:00
www.callereconquista.com.ar
人均 30 比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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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Don’t ! 必备物品 & 注意事项

Do 必备物品
• 墨镜 & 防晒油
阿根廷的天空非常美丽，大多时候都
是晴朗而万里无云的，所以无论是冬
天还是春夏，太阳都强烈而直接的照
耀而下，中午的时候都会让人睁不开
眼，有一副墨镜可以让人好好的打量
四处，爱美的漂亮美女们不要忘了保
护好自己的肌肤哦。

• 现金
很多地方都不收卡，而 100 美金的

• 绅士风度

大钞在这里是找不开的，所以无论是

阿根廷是个传承了欧洲式的绅士礼仪

• 进入教堂前，记得将手机转为静音模

阿根廷比索还是美金或欧元，都记得

的国家，在公共场所里如果看到老人、

式——没什么比在庄严、安静的教堂

要带着零碎的现金才方便。另外很多

孕妇或残疾人士的话，请务必要让座。

中手机铃声响起更尴尬的，参观教堂

饭店其实也不接受刷卡，所以在进入

进任何地方时，如果有女士在后，请

时也必须降低谈话音量。教堂内禁止

用餐前最好是看一下是否在橱窗上有

记得“女士优先”。

饮食。

贴信用卡的海报。

• 基本西文
整个南美洲的英文水平都非常的低，
当然阿根廷也不例外，所以最好能先
学几句基本的西文，如果不会的话可
以事先准备翻译好的纸条带在身上。

• 重要证件要贴身带
如果可以，请复印一份身份证或护照，
证件卡也不要放在钱包内，如果丢失
或被盗窃的话可以免去很多麻烦。

• 小心再小心
首都城近年的治安特别的不好，所以

Don't 注意事项
• 阿根廷人非常讲究次序，无论是在等

Tips 订房提醒

候公车，银行取钱，或任何地方他们

• 危 险 区 域： 在 很 多 旅 游 网 站 都 会 推 荐 Retiro 和

都会自动排队，插队或不遵守先到后

Monserrat 这两个区做旅店选择，虽然这两个地方

续的话，很有可能当场被斥骂。
• 银行里面严禁用手机，否则保安先生

的地理位置好且交通方便，但是晚上并不安全，抢劫
偷袭案非常多，不推荐大家在这选择住宿。
• 酒店消费非常极端，四星级的旅馆在旅游旺季的平
均消费会在 500 比索起，而旺季则翻倍；五星级的

会把人赶出去。这是为了避免有人利

旅馆全年保持着高价，而一、二、三星级的旅店都是

用通讯策划抢劫或偷窃，所以不要觉

• 大多酒店会推出包括早餐的选择，想要减少出去觅

老旅馆，各种条件并不优于 Hostel 或 B&B，不推荐。

得是小题大做。

食的时间选此还是不错的，但是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本

• 除了在露天场所之外，其他地方严禁

• 酒 店 预 订 网 站 推 荐： 本 地 人 都 会 选 用 www.

在人群里面要特别注意身上的重要物

抽烟，包括酒吧和夜店。

品，尤其是在观看街头艺人们的表演

• 公共场所里请保持低声讲话，大吼大

时，小心有人趁机而为。

叫被视为极度无礼之举。

地的咖啡馆吃早餐，也是相当有情调的一种体验。
booking.com 来预订，另外也有当地的网站 www.
despegar.com.ar 可供选择。
• 预订酒店时，大多数网站（包括旅馆的官网）的价
格都不会包括 21% 的税，所以需要在价格上自行加
上税费，才是最终 Check Out 时真正支付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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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xplore Buenos Aires 探索 • 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地铁图

不同地铁线途经之处：
• 浅蓝色 A 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条地铁，从五月广场直到南部 Flores 区。经过总统府、五月大道、七九大道和国会这些重要地
方。选择去这些景点的旅客就不用买观光车的票了。
• 红色 B 线：沿着 Corrientes 大道走，从总统府开始直到 Villa Urquiza 区，经过 Florida 街、七九大道这两个比较重要的观光点。
• 深蓝色 C 线：最短的一条地铁，基本可以走路完成，连接 Retiro 火车站和 Constitucion 区，经过圣 • 马丁广场、Florida 街、五月
大道及七九大道这些地方。
• 绿色 D 线：沿着 Santa Fe 大道走，从总统府和最北边的 Belgrano 区，经过意大利广场、巴勒莫区，最后一站则离中国城非常的近。
• 紫色 E 线：沿着 San Juan 大道走，除了从 San Telmo 区开头之外并无其他重要景点，且其他站点治安并不怎么好，不推荐去。
• 黄色 H 线：连接 Corrientes 大道和 Patricios 公园区，新建起来的地铁，不会经过任何重要的地方，治安也并非是最好的，并不推荐去。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地铁图图片来源：www.metrovias.co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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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之旅

步行于文化和优雅的城市

狂野的城市也有优雅温柔的一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艺术和建筑的精
华、神秘又精致的雕像喷泉、百花怒放的别致庭院、金碧辉煌的图书
馆、无一不展现了她高贵和雍容的面貌。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打车至 Av.Callao 与 Quintana 街交叉
点，沿 Quintana 街走至 600 号即是

09:00
比艾拉咖啡馆——如王储般享用早餐
比艾拉咖啡馆 （Café la Biela）是有着 150 年历史的老咖啡馆。这里曾经空
旷宽阔，是富家子弟经常光顾的赛车之处，后来大多都继承家业成了在各种
领域的重要人物，因此咖啡馆也跟着出名。这里的客人和上流社会交涉甚多，
也有许多大牌的观光客慕名而来，其中包括西班牙的国王、王后及王储，众
多 F1 的赛车手冠军和著名作家、艺术家、演员及歌手。咖啡店内装潢豪华
大气，环境优雅美丽。馆内的墙上挂满 F1 驾驶员亲手签名照，对赛车历史
有研究的朋友们可以仔细看一下，找寻自己心中的明星。店门口有棵百年老
榕树，据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老最大的榕树，青葱翠绿非常美丽。

Tips 小贴士
咖啡馆内的墙上挂满 F1 驾驶员亲手签名照，对塞车

Av. Quintana 600
周一至周日 08:00~00:00

历史有研究的朋友们可以仔细看一下，找寻自己心中

人均 30 比索起

的明星。店门口有棵百年老榕树，据说是布宜诺斯艾

www.labiela.com

利斯最老最大的榕树，青葱翠绿非常美丽。

出 咖 啡 馆 沿 对 面 Pte. Roberto M.
Ortiz 走，转角处沿 Guido 街走半条街，
即可看到墓地旁的白色教堂和大门

牛奶咖啡和牛角包 (Café con leche con Medialunas)

10:00
里考利达贵族墓园——在贝隆夫人墓上献上一朵花
与其说是墓园，不如说是“雕像美术馆”——阿根廷所有真正的上流社会
和贵族都安息于此。这里可说是一地难求，暴发户就算有再多的钱，都不能
在此就葬。里考利达贵族墓园（Cementerio Recoleta）仿佛是一个关闭的
小市区，坟墓以别墅形状而筑，典雅豪华、大气辉煌，每个家族都安息于同
一个的房屋里。墓房里摆设雕像或祭坛，大多都往下延伸，可达地下十层，
透过玻璃门窗，可见旋转楼梯或电梯。外面有许多石雕，多以天使为主，静
静地守护着安眠着的主人们。环境清幽美丽、静谧安详、各处可见树林和花
丛，白色的天使像衬着蓝天白云犹如油画，是摄影师取景的朝圣地之一。
Junín 1760
www.recoleta.com.ar
免费
周一至周日 08:00~18:00，晚上需预约（周二与周四早 11:00 有免费英文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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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阿根廷永远的国母
阿根廷永远的国母艾娃 • 贝隆 （Eva Perón: 07/05/1919~26/07/1952）人
们亲切地称她为“艾维达（Evita）”，意思是小艾娃，是阿根廷前总统胡安 •
贝隆的第二任妻子。她为富裕农业世家的私生女，15 岁时离开家乡来布宜
诺斯艾利斯，想要实现女明星之梦。在 1944 年的慈善晚会上，25 岁的艾
维达认识了 48 岁的贝隆将军，1945 年 10 月时与他结婚。1946 年，贝隆
便被选为总统，27 岁的艾维达便成了阿根廷的第一夫人并兼职劳工部长，
为阿根廷妇女们争取到了投票权及更多的平等地位。她改革医疗制度、提高
了劳工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也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准。由于她专门为贫穷人
Tips 小贴士

民争取福利，而成了有钱贵族的眼中钉，而她本身也非常厌恶上流社会及贵
族。因国家的上流社交圈并不接受她，她便以第一夫人之名巡游欧洲，在西

大家最好在门口的 Information 柜台上要一小张地
图，方便查看名人的安葬之处。像贝隆夫人之墓其实
非常隐秘，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可能基本上找不到。

班牙、意大利及法国以美貌及高明的外交手段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但天妒红颜，她患子宫癌症，在 33 岁时逝去。出殡之日，有 70
万人迎送灵柩。讽刺的是，她最终被安葬于她生前最痛恨的贵族左右，永远
沉睡。在她的墓门两侧，只有她的生死日期，并无其他语言。

从墓地正门走出来的门口就到了法国
小广场

11:00
法国小广场——小清新艺术周末集市

Tips 小贴士
推荐大家在小摊位上品尝当地零食——Manzanas
Asadas：由烧焦成酱的红糖浇在苹果上，又用爆米
花点缀，清脆焦香又微甜带酸。价钱从 10 比索起，
分不同尺寸，可慢慢地边吃边逛。

碧绿的草坪、明媚的阳光、热闹的人群，是阿根廷人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周
末的法国小广场（Plaza Francia）会搭起五彩缤纷的小摊位，年轻的艺术学
生、服装设计师和首饰手工的艺术家都在这里贩卖自己的作品。草坪上也会
有流浪歌手、看手相和塔罗牌的吉卜赛婆婆、杂技表演和小吃摊贩。
Av. Pueyrredon & Av. Del Libertador
免费
周末及国家假日 11:00~20:00

在 Pueyrredon 大 道 和 Libertador
大 道 的 交 叉 点 上， 沿 着 Pueyrredon
往 大 号 走 一 百 米， 就 到 Figueroa
Alcorta 大街，再沿着它往大号走即可
看到美丽雄伟的法律大学

12:00
法律大学 & 巨大铁花——古典的名校和永不凋谢的花
建于 1942 年、按照希腊及欧洲风格建筑的这栋大楼，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
学的法律系大楼（Facultad de Derecho），共有 40，000 平方米，51 间
能坐下 50~150 个学生的教室，最有代表性的大门前的阶梯，但法律系的学
生们都有共识：除非毕业，不走正门，若是在求学中从大学正门进出的话，
据说会受到魔咒而无法毕业。因此在大门前很少有人出入，但值得在此拍照
留念。
这所大学共培养了 15 位阿根廷总统，在大厅内可以看到他们的画像。大学
旁边便是2002年才建造的巨大铁花
（Floraris Generica）
，
直译为
“百花代表”
，
这朵由不锈钢铸成的花绽放在联合国广场（Plaza de las Naciones Unida）
的花园上，周围被水包围。这朵花每日天亮时会开花，黄昏时关闭，但一年
中有四天它花开不谢，分别是：五月革命纪念日（5 月 25 日）、立春节（9
月 21 日）、平安夜（12 月 24 日）以及新年前夜（12 月 31 日）。
Av. Figueroa Alcorta 2100
免费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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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大学原路返回 Libertador 大道，
往大号走一百米左右至 1473 号

12:30
国家美术博物馆——观看珍藏在南美的名画大作
自 1865 年起，国家美术博物馆 （Museo Nacional de Bellas Artes）就以
美术展览厅的形式存在，共有 12，713 件珍藏艺术品，最珍贵的为名家油画，
其中包括毕加索、莫奈、戈雅、雷诺瓦、梵高、马奈、伦勃朗、德加、塞尚、
罗丹以及阿根廷许多著名画家及雕塑家的艺术作品。除了展览厅外，还有一
间藏有 150，000 卷和美术相关书籍的巨大图书馆。
Av. Del Libertador 1473
10， 17， 37， 41， 59， 60， 61， 62， 67， 92， 93， 95， 102， 108，
110， 118， 124， 130 路公交车可到达
周二至周五 12:30~20:30，周六及周日 09:30~20:30（周二、周四、周五 12:30，
周六 18:00 博物馆提供免费英文导游）
免费

从博物馆大门出，沿着 Libertador 大
道 往 大 号 走 一 百 米， 至 1500 号， 在
Aguero 街上往小号走至 2400 号，至
Las Heras 街上打车至 3357 号。大约 10
分钟的路程，费用 20 比索左右

13:30
Ña Serapia 餐厅——淳朴的当地美味
不要被这个小饭店的简约风格和单调的布置给骗了，这可是开了 80 多年的
老餐厅了，小区里的邻居们都喜欢来这里品尝原汁原味的大饺子和其他的当
地菜。这里的饺子面粉都是在后面的厨房亲手做出的，加上独家的调料和代
代相传的手法而成，别具风味。
Av. General Las Heras 3357
Bulnes（D 线）
周一至周日：12:00~16:00；晚上：20:00~ 打烊
60 比索起。
阿根廷辣牛肉馅大饺子（Empanada de Carne Picante）

从饭店出来走三十米至 Bulnes 街，往
大 号 走 至 Libertador 大 道 3100 号，
于 Sarmiento 大道的交叉点往右边大号
走至 Adolfo Berro 街转角，就可以看
到公园的大门了，约 25 分钟。也可在
Libertador 大道上打车前往，约五分钟
路程，车费 15 比索左右

14:30
玫瑰公园——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浪漫的花园
玫瑰公园（Rosedal）是按照西班牙皇室的理想庭院蓝图所建造的，面积达
3.4 公顷的巨大花园，园中一共种植了 20,000 多株玫瑰花，种类达 1189 种，
公园里还有湖泊、拱桥、温室及众多美丽精致的雕像。庭院里的树木花草都
别具匠心，形成优美而自然的风景，恬静幽静，令人心旷神怡。人工湖上波
光粼粼，经常有野鸭飞鸟低低飞过，可在河边租 60 比索 / 小时的小船缓缓
滑过巨大的湖面，躺在河流及树林深处静静休息。庭院中的两侧大树参天，
郁郁葱葱，绿阴中有许多白色的天使或女神的雕塑亭亭而立，神情温柔地凝
固在时光里。春夏时河水碧波两旁都是绽放的玫瑰，点缀着沿河的白色雕塑

Tips 小贴士
最佳来访时期是春天或初夏，这个季节中大多都是晴

和庭院风景，美不胜收。
Av. Adolfo Berro y Av. Sarmiento

天，而且玫瑰都到了绽放的季节。当然初春时，花蕾

全天

未开含苞待放的时候也是非常美丽的景色。

免费
10，37，57，67，130，160 路公交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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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园大门出来沿着 Sarmiento 大道
走到 Libertador 大道，沿着小号走到
Lafinur 街， 转 Lafinur 街 往 小 号 走 至
2988 号，约 500 米

16:00
贝隆夫人博物馆——珍藏一位绝代风华女子的博物馆
贝隆夫人博物馆（Museo Evita）是传奇的前阿根廷第一夫人艾娃 • 贝隆的
物品珍藏馆，其中包括大量的照片、信件、首饰、衣服、油画和当时的海报、
报纸、媒体等文件信物。由导游带领的游览会从贝隆夫人的葬礼盛况开始解
说，接着解说她的一生传奇；从她的童年、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圆演员梦、结
识贝隆将军并与其结婚、最后因患病而香消玉殒。直到今日，阿根廷人仍对
她充满思念。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贝隆总统和艾娃是贝隆主义及正义党的创办人，但在今
天，许多阿根廷人都认为是贝隆主义把国家拖累至此，所以最好避免与当地
人谈论政治。
Lafinur 2988
周二至周五 11:00~19:00（每天都有英文导游带领，但需要邮件预约）
免费
www.museoevita.org
预约导游邮箱：visitasguiadas@museoevita.org
Plaza Italia（D 线）

从 公 园 大 门 出 来 沿 着 Sarmiento 大
道 走 到 Libertador 大 道， 至 与 Rep.
de la India 街 转 角 处， 搭 乘 130 路 公
车 至 Libertador 大 道 1100 号， 在 与
Ayacucho 街的转角下车，沿 Ayacucho
大道走至 Alvear 大道 1891 号

17:00
阿尔维亚尔宫大酒店——凝聚欧洲豪华风格的下午茶
阿尔维亚尔宫大酒店（Alvear Palace Hotel）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豪华的酒
店，没有之一。其装潢设计全部采用欧洲金碧辉煌的豪华风格，陈设和装潢
富于精湛的艺术魅力，各处还陈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艺术品。贵宾客人
名单里包括南非国父纳尔逊 • 曼德拉、著名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日本天皇
夫妇、F1 赛冠军迈克尔 • 舒马赫、美国演员肖恩 • 康纳利、德国超级名模
克劳蒂亚 • 雪佛等。其中最具特色的体验便是在 L’Orangerie 大厅的下午茶，
由阿根廷著名的点心大厨操刀，在最精致的英国茶具里享受高贵优雅的气氛
和可口的点心。
Av. Alvear 1891
周一至周六 16:30~19:00；周日 17:00~19:00
人均 150 比索起
17，60，61，62，67，75，92，93，101，102，110，124，130
www.alvearpalace.com

从酒店门口出来即是，沿着 Alvear 大道
往小号走

18:30
阿尔维亚尔大道——在此漫步，迷路是最美丽的意外
阿尔维亚尔大道（Avenida Alvear）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豪华区，街道和建
筑都会让你恍惚是身在欧洲；环境干净舒适、静谧宁安、街道两旁有小巧清
新的咖啡馆、小资气氛的酒吧以及奢侈品牌的专卖店。最昂贵的酒店也竖立
在周围，除了阿尔维亚尔宫大酒店之外也有四季大酒店、洲际酒店、各种特
色饭店餐厅布满街头巷尾。
Av. Alvear 1800
17，60，61，62，67，75，92，93，101，102，110，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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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店家：
位于 Quintana 188 号的 Arkakao 咖啡馆是比较高档的冰淇淋店，店里的冰
淇淋都是从意大利空运而来，采用阿根廷最优质的牛奶制造而成，味道细腻
柔软，作者觉得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好吃的冰淇淋，人均消费 50 比索起。

从阿尔维亚尔大酒店门口走到 Callao
大道，沿着它往小号走至 1100 号，转
Santa Fe 大道，走至 1860 号

Tips 小贴士

19:30
雅典豪华大书店——体验全球最美书店
荣获全球最美书店之一 (Flavorwire.com 每年评选的全球最美书店榜单 )，
前身是大光明歌剧院，在 2000 年被 Ilhsa 图书集团买下改造成今日的雅典
书店（Librería El Ateneo Grand Splendid），完全保存了歌剧院原有的风貌。

阿根廷的书籍少而贵，英文书或其他语言的书籍并不

有着深红天鹅绒幕布的舞台成了咖啡厅，客人可坐在台上喝咖啡看书吃点心；

多。可以到舞台上的咖啡馆喝杯咖啡，人均消费 20

昔日只有富人可进的包厢改成了阅读室；而最美的则是它的穹顶壁画，由意

比索起，但如果只是为了感受一下气氛的话，可以考
虑随便拿本书坐在四处的座位里休息，不用消费。

大利画家纳萨雷诺 • 奥兰地所绘，主题为和平，天使围绕着白云而飞，让喜
爱阅读和买书的人能够在他们的庇护之下，做个幸福的书虫。
Av. Santa Fe 1860
免费
周一至周四 09:00~22:00，周五及周六 09:00~24:00，周日 12:00~00:00

走出书店，过马路到对面，沿着 Santa
Fe 小号走大约 150 米

20:30
Aires Criollos 的晚餐——烤肉、红酒、让舌尖跳起探戈
这家餐厅的风格并无出色之点，装饰采取以木头为主的格调，整个饭店都是
暖色系的朦胧灯光，最特别的是在吧台旁，可以观赏到大厨如何帮宾客烤肉。
烤炉下布满燃烧滚滚的炭火，架着的钢铁架上摆好切得工整的细嫩肉块，随
着“嗤嗤”的响声，香味瞬时弥漫在整个饭店，随后一盘刚出炉的、让人垂
涎的烤肉就端上桌啦，准备大快朵颐！
Av Santa Fe 1771
Callao（D 线）
www.airescriollos.com.ar

Tips 小贴士
服务生都是老先生，会一点点英文，也可以直接请他
们推荐品尝。

人均 100 比索起
周一至周日 12:00~ 次日 01:00
Tira de Asado（排骨烤肉）非常细嫩，排骨切成条，洒盐或胡椒粉、喷香爽滑，
配 Ensalada de Lechuga y Tomate( 生菜番茄沙拉 )，清爽可口，堪称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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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餐厅到 Santa Fe 大道和 Callao 大道
交叉点，沿 Callao 大道至 1500 号再左
拐，沿 Vicente Lopez 到 2056 号

22:00
巴尼的咖啡馆——少女般可爱的甜点和茶品
浪漫洛可可欧洲少女风格的巴尼咖啡馆（Pani's），就开在早上出发的勒克
雷达区（Recoleta）之内，装潢可爱清新，整个店面装饰以白色为主，除了
甜食、茶点和咖啡，店里也出售其他令女孩心仪的小装饰品，如抱枕、茶壶、
包包、茶垫等。咖啡馆旁边就是葡萄酒连锁店 WINERY 和电影院，可以品
尝甜点之后，到电影院放松一下。
Av Vicente Lopez 2056 号
10， 17， 37， 41， 59， 60， 61， 62， 67， 92， 93， 95， 101， 102，
108， 110， 118， 124， 130
pani.com.ar
人均 60 比索起
周日至周四 09:00~23:00；周五和周六 09:00~01:00
美国饼干起司蛋糕或加能多益的巧克力蛋糕 (American’s Cookie Cheesecake &
Chocotorta con Nutella)，都是高热量和美味香甜的饭后甜点，如果接下来要去
夜游酒吧，是填饱肚子的绝佳选择

打车是唯一的方式，从咖啡馆出来走到
Santa Fe 大道上打车，至 Baez 300 号，
车程约十五分钟，车资约 30 比索

23:00
广场巷子——月光下，小资的夜生活正开始
广场巷子（ Las Canitas）是非常小资的酒吧区，一共 20 多条街，周末的风
景就是炫车载着美女呼啸而过，以及街上结伴的帅哥和美女。除了酒吧，这
里还有餐厅和咖啡馆，多半都提供酒精饮料；很多夜店只有进去之后才会发
现别有洞天，所以如果看到某个地方外表简单却火爆异常，可千万不要错过。
Baez 300
10， 15， 29， 39， 41， 55， 57， 59， 60， 64， 67， 68， 93， 95，
118， 152， 160， 161， 166， 194 或 Minitro Carranza （D 线）
免费

Tips 小贴士

Van Koning 是一家位于 Baez 325 号的酒吧，里面采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英伦风
格，墙壁和桌椅全是粗糙木头，利用烛光和微弱的灯笼照亮，光线昏暗朦胧，非常

夜店和酒店是 18 岁以上才能进入的，有些在门口可

适合情侣前来。店里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手工啤酒，来自英国的最多，鸡尾酒的种

能会要求护照或身份证来验证年龄；店内也不能抽烟。

类也非常多，比较推荐他们家的 Mandarinoska，由来自巴西的鸡尾酒 Caipiroska
改良，用伏特加、墨西哥莱檬、白糖和橘子甜酒调成，口感清新，酒精含量也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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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之旅
以艺术、足球与探戈为名
观赏足球是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绝不能错过的体验之一，走进博卡俱乐部的
博物馆和球场便可深深体会，这个国家对足球有多么的着迷，而从这里走
出了多少叱咤球场的英雄；除了博卡，探戈舞蹈的发源地同样不可错过──
Caminito“小路”，在铺满石砖的街道上，似乎还可以听到昔日水手和舞
女们的嬉闹如何转变成热情似火的舞蹈，最后我们晃游到古董区，享受淘
宝的乐趣或顺道带走布市的一小段历史吧。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地铁 A 线 Congreso 站

09:00
小天使咖啡馆——集浪漫和历史的咖啡馆
1890 年建成的小天使咖啡馆（Confiteria Café de los Angelitos），从
当初街角的一家破烂小房子做起，经过不断发展，成长为如今大气豪华的
美丽咖啡馆，里面的装潢美奂美仑，彩色的玻璃雕刻，诉说着老店的历史
和转变。屋顶是巨大的玻璃穹顶，其中的服务生都是身穿传统黑裤、黑衬
衫、灰背心的老绅士，咖啡馆里还有专门售卖小礼品的空间，及可供观赏
表演的地下室。
Av. Rivadavia 2100

Tips 小贴士

周一至周日 08:00~00:00
人均 50 比索起

咖啡馆内的地下室也有一个小小的歌剧院，每周日不
定期推出探戈秀，服务生和前台都会简单的英文，可

www.cafedelosangelitos.com

以向他们询问详细情况，人均 150 比索起，周一到周

Submarino，也称为“潜水艇”饮料，是在一杯滚烫的牛奶中放进一大块巧克力，

日有时也会推出特别的表演，价钱依表演人员而不定。

然后喝的时候巧克力便慢慢融化。以及 Medialuna con Jamón y Queso 烤好的牛
角甜面包，中间夹了略融化的起司和火腿片，非常美味。

出咖啡馆往左，沿着 Rincon 街往大号
走，至于 Hipolito Yrigoyen 街的转角上，
搭乘 86 号公车，公车上会有写 BOCA
这个牌子，指示往足球场走。在博卡俱
乐部站下车即可

Tips 小贴士

10:00
博卡俱乐部和博物馆——阿根廷球星的摇篮地之一
博卡俱乐部和博物馆（Estadio Boca Jrs & Museo de la Pasión Boquense）
是阿根廷足球最重要的俱乐部之一，马拉多纳、特维斯、里克尔梅、战神
巴蒂、巴勒莫等国际球星都是在此开始踢球然后再发展到国际球界上的。

Boca Juniors 中文译文为“小博卡俱乐部”和另外

博物馆内有俱乐部的历史、奖杯、球衣、名人堂、辉煌时刻和关键进球的

一大强队“银色河床俱乐部”（Club Atletico River

展示。看完之后可以直接进入球场，如果幸运的话，或许可看到正在练球

Plate）是死对头，博卡被视为许多国际明星的摇篮，
其中最有名的球员就是大名鼎鼎的马拉多纳。

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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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sen 805
8，10，20，22，24，25，29，33，39，46，53，64，70，74，86，93 路公交可到
www.museoboquense.com
博物馆门票大人 65 比索、俱乐部参观 + 博物馆门票为 80 比索，可在门口买票。
博物馆推展处内有英文解说
周一至周日 10:00~18:00

从俱乐部出来，往左沿着 Brandsen 大号
走至 Dr.Del Valle Iberluca 大道往大号走
3 条街，至 1100 号，右转至“叹息小广
场”Plazoleta de los Suspiros 即是

11:00
博卡区上的“小路”—— 探戈发源地
十八世纪初，这条充满风情的小路（La Boca & Caminito）上尽是来自
各地的移民商人、水手、酒吧服务生喧哗吵闹的情景，一种带着挑逗、暗示、
密语和调情的舞蹈由此诞生，并被取名为“探戈”(Tango)。如今，这条
街仍保持着艺术和多元文化的风景，五彩的小房子树立在四处，道路旁全
是卖艺术品的小摊，街头探戈艺人翩翩起舞。阿根廷“号角者”（Clarin）
报曾称这里为“非艺术家不进博卡区”，可见居住在此的居民都才华横溢。
在博卡区，每块砖石仿佛都有她的故事，每个转角都是一道风景。
但因为是观光客聚集的地方，这里有许多扒手，各位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保护好自己的物品。就连美国前总统布什的两位女儿在此漫步都曾经被小
偷扒走了钱包，这件事曾在国际新闻中被大肆报道，一半讽刺布宜诺斯艾
利斯的治安问题，一半嘲笑白宫贴身保镖的无能。
Av. Dr Del Valle Iberluca y Magallanes
8，20，25，29，33，46，53，64，86，152
免费参观
周末及国家假日 11:00~20:00

从 Caminito 这 条 小 路 上 走 到 Don
Pedro de Mendoza 大道上，往小号走
到 1843 号即可

12:00
贝尼托 • 金凯拉 • 马丁艺术博物馆——港口、小船和风情
贝尼托 • 金凯拉 • 马丁在国际画坛上并不知名，但在阿根廷的艺术历史上
却是一位深受尊敬和仰慕的传奇大师。他幼时被遗弃在孤儿院门口，后被
贫穷的卖炭的家庭所收养，自小在博卡区的码头做搬货工人，后来自学艺
术，因从小受港口的风景和环境熏陶，又亲眼目睹了港口的色彩变化和辉
煌时代的繁荣热闹，因此画法独成一家，轰动了国际艺术界。虽然作品大卖，
但是那些资金都被他拿来修桥铺路、改善博卡区的环境、建立小学、推动
艺术等所用。他一辈子都住在眺望港口的小房子里，至死不离。如今的贝
尼托 • 金凯拉 • 马丁艺术博物馆（Museo Benito Quinquela Martin）便
是他的旧居，画板画笔等工具都未曾移动过，保持着原样，散发着浓厚的
艺术气息。
Av. Pedro de Mendoza 1843/53
20，25，29，33，46，53，64，86，152 路公交可到，城市浏览车第 9 站
周二至周五 10:00~18:00 ；周六、周日及国家假日 11:00~18:00
免费
www.buenosaires.edu.ar/areas/educacion/quinquela/museo.php?menu_
id=3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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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馆门口走出，往左走到 Pedro
de Mendoza 和 Palos 的转角，搭上城
市浏览车 Buenos Aires Bus，坐一站到
Madero Este 站，就是新港口的起点

13:00
马德罗新港口——现代化的休闲港口
马德罗新港口（Puerto Madero）是 90 年代完成修整和维护的新港口，
以一系列的豪华商店、餐厅、酒吧和高级旅店所组成。建筑以白色为主，
配合着许多新建的大楼、从远处聚集的河水、蓝天白云和明媚的阳光，风
景舒适美丽，是散步好去处。近处有许多咖啡馆和餐厅，也可以坐在面对
河畔的椅子上野餐或休息，享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好天气和舒适的环境。
Julieta Lanteri y Rosario Vera Peñaloza
公交 2、4 路，城市浏览车第 10 站

延伸阅读：女人桥
从远处可以见到一座建筑风格现代前卫的巨大白色桥， 它的名字为“女
人桥”（El Puento de la Mujer），因小区内的街道都是以女人之名来取，
木桥的名字也由此而来。由西班牙建筑设计师 Santiago Calatrava Valls
所设计，其形象据说是一对跳舞中的探戈伴侣，但也是见仁见智的说法。

沿着新港口走，就会看到巨大而停泊
靠岸的大帆船

13:30
萨米恩托战船博物馆——飘荡河畔上的博物馆
“ 女 人 桥” 旁 停 着 一 艘 巨 大 而 古 老 的 帆 船， 它 叫 作“ 萨 米 恩 多 总 统
号”(Fragata Presidente Sarmiento)，建于 1897 年的英国，是以“徜
徉于海水之上的优秀海军学校”的概念而设计，曾载着年轻的海军学生
完成 39 次出海任务并环游世界。1962 年起被改为萨米恩托战船博物馆
（Museo Fragata Sarmiento），常年停泊在新港口的码头边，里面的
所有物品保存完好，是阿根廷海军历史辉煌及荣耀的证明和纪念。每月的
第二和第四个礼拜天会在船上举行弥撒。但为安全起见，阴雨天气时博物
馆可能会关闭。
Juana Manuela Gorriti 700~900 号之间
周一至周日 10:00~19:00
20 比索起
www.ara.mil.ar/pag.asp?idItem=112

沿着新港口走到底，一路向南，大约
十五到二十分钟的路程

14:30
南边河湾——小吃摊一条街享用午餐
沿着新港口一路往大号走，逐渐感受到人群越来越稀少，旁边的办公楼越
来越多。经过希尔顿酒店时，会看到大片新建的草坪和人造树林。公路两旁，
南边河湾（Costanera Sur）会出现许多围着围裙的胖大叔或屌丝男在小
摊位里，煮或烤着好吃的牛肉、猪肉和香肠，推荐大香肠三明治（Choripan）
和肉片三明治（Bondiola）。如果 Choripan 里加 Chimichurri 油和酱的话，
推荐找个桌子好好坐下来品尝，以免被滴下来的酱弄脏衣服，那些污点几
乎洗不掉，建议随身带好餐巾纸。之后就和当地人一样，找个阳光明媚的
位置，面对碧绿的草坪和湛蓝的天空，享受清爽的空气和美味的午餐吧。
Av. España 1700
人均 20 比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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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路步行回港口，穿过白色的大桥后沿
着 Belgrano 大道往大号走至 500 号，
右转 Peru 街，走至 200 号即可到达

15:30
光明巷子——那些年，我们一起躲避藏身的隧道
远在 1661 年时耶稣会教徒们无处可聚集，即在此地建立了一座教堂，并
传教行善，收留孤儿。之后，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教徒们便建立了旁
边的小学（如今是成千上万学生的第一志愿——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学）
以及第一所布市大学。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这里求学，传播知识，且在此
定夺了许多国家大事，是全国默认的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光明巷子”
（La Manzana de las Luces）之名由此而来。这里也是许多历史事件中
知识分子遇害时的避难之处，如今仍有地下两条隧道保存极好，可以前往
观看，其用途不明，可能是用来走私海盗黑货、教徒避难逃亡之路、也有
可能是通往旁边卡比尔朵宫（Cabildo）某房间的密道；另有许多隧道是
通往教堂或中学内的图书馆的，但全都已封闭了。
Peru 272
Peru（A 线）； Bolivar （E 线）；Catedral （D 线）
2，7，8，22，24，28，29，33，50，56，61，64，74，86，91，93，103，
105，111，126，130，143，146，152，159，195 路公交皆可到
周一至周日 10:00~19:00
免费（周一至周五 15:00；周六及周日 5:00、16:30 及 18:00 的导游服务价格为 20
比索，6 岁以下孩童免费。游客需在以上时间点 15 分钟前于博物馆门口聚集，由导
游带领即可）
www.manzanadelasluces.gov.ar
预约私人讲解导游邮箱：iihml2@hotmail.com （可用英文预约）

从博物馆门口出来，沿着 Peru 街往
大 号 步 行 至 Belgrano 大 道， 沿 着
Belgrano 往小号走至 Denfesa 街，沿
着 Defensa 街往大号走即可

16:00
古色古香城区——拥有百年前样貌的古董街
欢迎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有风情的古董巷子（San Telmo），这里所有
的房屋都受到市政府保护，要做个装修就要跑好几个月的政府手续，所以
店面基本上都是老字号。因为是离港口最近的居住区，所以从前跟着移民
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各种家当，跟着被卖到这里成为了古玩聚集地，如
果在某个橱窗里看到清明朝代的瓷器，也不要惊讶哦。在周末这里会变成
步行街，成为热闹的集市，夏天会举行各种表演。大多古董店里面都会收
现金和信用卡，但很多老板都会告诉你，用现金或外币支付会有折扣，可
以和店家讨价还价，特别是如果持有美金，可以用这个优势好好杀价。
从 Defensa 街 400 号起至到 Av. San Juan
2，4，8，20，22，24，28，29，33，61，62，64，74，86，93，103，111，
126，129，130，143，152，159，195 路公交皆可到；城市浏览车第 4 站即是
周一至周五 09:00~17:00；周六及周日 10:00~18:00

延伸阅读：胖胖女孩玛法达
喜欢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旅客们肯定对《娃娃看天下》这本书非常熟悉，这
是该作者翻译的一本由阿根廷漫画家 Quino 绘画的一个名叫“玛法达”
胖胖女孩的故事，漫画幽默而略带讽刺，反映着许多阿根廷和国际的社会
问题以及人性的探索，深受欢迎，被翻译成了 26 种语言。该漫画中，玛
法达的家就在 San Telmo 区的 Defensa 和 Chile 街的转角，那里有她可
爱憨厚的雕像坐在小凳子上，迎接着与她合影的观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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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 Defensa 街往大号走

17:00
Defensa 地下市场——古董外的二手集市小天地
走到 Defensa965 号的时候会发现里头还隐藏着一条长廊，两旁皆是卖复
古品的杂货店，继续走下去会发现有石阶，下去便可看到另一番景象。地
下市场（Feria de Subsuelo de San Telmo）类似废弃的火车站，店面杂
乱，有卖新鲜果蔬的、有卖香料布料的，也有卖古董杂货的以及旧时代海
报、复古电话、水晶玻璃杯子、二手皮革衣服和手提包的，还有卖箱子和
行李包的，喜欢淘宝的亲们一定不要错过。
Defensa 965

Tips 小贴士
其实在 San Telmo 很多店家都卖相似的东西，所以

4，8，20，22，24，28，29，33，61，62，64，74，86，93，103，111，126，
129，130，143，152，159，195 路公交可到；城市浏览车第 5 站

在看中物品时不用急着买，可以慢慢逛一下再做一下

周一至周五 09:00~17:00；周六及周日 10:00~18:00

价钱比较。

免费

沿着 Defensa 街走至 Humberto 1mo 街

17:30
古董广场——置身浓厚的中古市集
在这个古董广场（Plaza Dorrego）上绝对可以 Cosplay 电影中海盗们从
船上下来初次遇到的港口的场景，围着小小空地的广场上全都摆满了小摊
位，卖家都拿出了自己私藏的珍宝，喝着马黛茶吆喝着生意。摊位上所卖
的“宝物”有：古老的西洋眼镜、十字架、军人勋章、水手指南针、水晶
烛台、旧唱片播放器、像是被诅咒的瓷娃娃、保存着 30 年代帅哥照片的
挂坠、各种可口可乐的收集物品、胸针、各种首饰、各种瓷器、铜质把手、
银质刀叉银盘和餐具、白瓷茶具、旧照片、油画等各种各样的古董，当然，
如果你有幸遇到一位喜欢聊天的老板而他的英文又能过关的话，他说不定
会滔滔不绝地告诉你某些物品背后的故事。
Defensa y Humberto I°
4，8，20，22，24，28，29，33，53，61，62，64，74，86，93，103，111
126，129，130，143，152，159，195 路公交可到
周六及周日 11:00~20:00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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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 Defensa 往 900 号走到 963 号

20:30
Bachica 老爷爷的老饭店里吃晚餐
白天经过 Defensa 街的时候你肯定看到过这家饭店，门口有一个穿着
博卡队球衣的胖老爷爷雕像，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老爷爷饭店（La Vieja
Rotiseria del Nonno Bachicha）。店里装潢有点凌乱，但一进门，热闹
的气氛便扑面而来，伴随着香喷喷的食物。饭店以烤肉为主，也有面食供应，
小饺子（Ravioles 非常美味），细腻的面粉里伴着起司，融化在番茄酱中，
美味可口又满足。
Defensa 963
4， 8， 22， 24， 28， 29， 33， 61， 62， 64， 74， 86， 93， 111，
126， 130， 143， 152， 159， 195
人均 100 比索起
Ravioles 小饺子 a la Bolognesa 加蕃茄肉酱

从 Defensa 走 到 Independencia 大 街
往右拐，沿 Independencia 往大号走至
500 多号

22:00
夜生活开始——超隐秘的激情探戈起舞处
如果有人问你如何抵达这个地方的，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这是探戈真正
爱好者才会找到的地方，到了门前你会看到紧闭的大门上有个小黑板，漫
不经心地写着：“今天 22:00 跳探戈，按门铃吧。”(Hoy milonga a las
22hs，toque timbre.) 然后有个箭头指着门铃。你只要按照上面指示的
时间出现，然后按门铃，就会被人带到充满浪漫光线的大客厅，舞台上有
正在演奏沉厚探戈音乐的乐队，有些伴侣已经在客厅中心翩翩起舞，你可

Tips 小贴士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许多教探戈的课程专门为观
光客服务，算是一种快速课，会教授基本的探戈动

以坐在旁边的桌子上点一杯红酒慢慢观察，也可以鼓起勇气去问站在角落
的帅哥或美女是否愿与你共舞——请注意，这里便是知名的地下探戈俱
乐部（ Milonga Club de la Independencia）！

作、文化和知识等。在此推荐 Complejo Tango，

Independencia 572

位于 Av. Belgrano 2608 ；可以在网址上预约课程：

2，8，22，24，28，29，33，61，62，64，74，86，93，103，126，130，

www.complejotango.com.ar/ch （ 中 文 版） 费 用
100 比索起。另外也有大量的私人舞蹈厅聚集在 San

143，152，159，195 路公交可到

Telmo，其实酒店和旅馆都会有相关的信息，大家可

周三晚上 20:00~00:00；周六和周日早上会有小黑板在门口显示营业时间

以向前台咨询。

人均 40 比索起

Independencia 大街周边即是

23:00
巡夜酒吧 N 条街——在石砖街头与陌生人喝杯啤酒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酒吧区真的是太多了，古董区的周围也都充满了酒吧和

推荐夜店
Van Koning 是 一 家 位 于 Baez325 号 的 酒 吧， 采 用

夜店，还有许多国际 Hostel 也在此落地，于是很多派对其实都是在旅店里。
夏季的夜晚 San Telmo’s Night Zone 更是热闹异常，很多外国背包的

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英国风格，墙壁和桌椅全是粗糙

年轻旅客到处晃荡，他们很爱在这里的露天酒吧里和陌生人聊天交谈。酒

木头，光线朦胧，适合情侣前来悄悄细语。店里有来

吧选择非常多，大部分都会把菜单和价格贴在外面，方便让人选择消费水

自世界各地的手工啤酒，鸡尾酒种类也非常多，比
较推荐他们的 Mandarinoska，由来自巴西的鸡尾酒

平。夜店和酒吧是 18 岁以上才能进入的，有些在门口会要求验证护照或

Caipiroska 改良，用伏特加、墨西哥莱檬、白糖和橘

身份证；店内不能抽烟。

子甜酒调成的 cocktail，清新美味，酒精也不是很多。

San Telmo 区
2，8，22，24，28，29，33，61，62，64，74，86，93，103，126，130，
143，152，159，195 路公交皆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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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之旅

晃游小时光 ，且行且欣喜
如果你已经逛过了经典的观光景点，那么今天请跟随我，做个一日阿根廷人吧。带着
漫不经心的慵懒脚步晃游于城中，放下急躁的步伐，且行且发呆，用无目的般的闲散
姿态来另眼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地铁 A 线 CastroBarros 站或地铁 B 线
Medrano 站

09:00
三色堇咖啡馆—— 优雅而淑娴的早餐
如果布市的每间咖啡馆都以一个人来代表的话，那么这家咖啡馆肯定是家
世良好的优雅淑女。三色堇咖啡馆 （Café Las Violetas）的橱窗无不展
现着其内部精致的装潢与用具，就连蛋糕点心都是柔软可爱的色彩，让人
忍不住食指大动。包好的礼品摆在柜台，白色的泰迪熊系着深红色蝴蝶结，
配上茶具或咖啡杯，一副卖萌像，让你荷包出血。主墙镶有彩绘玻璃窗，
上面刻有精美的少女游戏画面和数字“1885”，恰似风情犹存的优雅老
少女。
Av. Rivadavia 3899
5，8，19，26，86，88，103，104，105，127，128，132，146，151，160
165，168，180 路公交可到
周一至周日 08:00~00:00
人均 30 比索起
Pasta Flora 蛋糕和奶茶 (Torta de Pasta Flora ＆ Te con Leche)
www.lasvioletas.com

从咖啡馆出来向左走到 A 线地铁（前
往 Plaza de Mayo 方 向）， 坐 5 站 到
Congreso 站下

10:00
国会广场和国会—— 在讨论国事之地沉思
这 里 有 三 个 草 坪， 最 前 面 正 对 国 会 大 楼 的 便 是 国 会 广 场（Plaza del
Congreso y Palacio del Congreso Nacional），广场上有许多阿根廷历
史名人的青铜或大理石雕像，其中最有名的是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沉思
者》，此雕像拥有罗丹大师的亲笔签名。广场面对国会大楼，其全名是“国
民议会宫”，国家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在此。大楼外观华丽，内设极具艺术
魅力，处处金碧辉煌，以雕刻、巨幅油画及挂毯为主，是阿根廷政治与历
史的重要基地。游客须带身份证或护照才能进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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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ólito Yrigoyen 1835
免费
周一至周五 10:00 或 16:00，由英文导游免费带领进入
www.senado.gov.ar/ComoLlegar

从国会出来沿 Av. De Mayo 走向小号，
至 1370 号即可，步行约 3 分钟

11:00
巴洛罗宫——凝固成建筑的但丁神曲
巴罗洛宫（Edificio Barolo）是按照但丁的神曲所规划设计，共 22 层，
分三个段落。地下室和底楼代表地狱，1~14 层代表炼狱，而 15~22 层
代表天堂。该大楼高 100 米，每一米代表神曲中的一个篇章。最美的是
顶楼的视野，从这里可以俯瞰整座城市最重要的几个景点。顶楼还耸立着
巨大的灯塔，建筑师 Mario Palanti 和大楼主人 Luis Barolo 的初衷是用
它来照亮城市的港口和抵达的船只，燃起从欧洲避难而来的移民者的希望。

Tips 小贴士

Av. de Mayo 1370
+54 11 4381 1885

晚 间 导 游 服 务： 周 三、 周 五、 周 六 20:00， 周 四
20:30，含红酒与点心、英文导游解说及登顶楼观看

110 比索

灯塔点亮，门票 210 比索。若选择晚上进入，须事

周一至周四 16:00、17:00、18:00 和 19:00，有英文导游带领

先邮件预约：info@palaciobarolotours.com.ar

www.pbarolo.com.ar

从国会出来沿 Av. De Mayo 往小号走，
到转角右拐进 Santiago del Estero 街，
至 Hipolito Yrigoyen 往左小号走

12:00
公正者餐厅——城市最古老的餐厅，百年不衰的美味
布宜诺斯艾利斯民众的味蕾是挑剔的，因此很多店如果真的打着开业年份
作为宣传的话，那么一定要品尝！在吃货的国度，千万不能错过这家店，
吃货们不要被它不出众的装潢欺骗了，店里的油画和桌椅都是古董——
公正者餐厅（El Imparcial）至今已有 150 年的历史。在此可以感觉到阿
根廷曾被西班牙殖民的岁月。店内保留了上世纪末的味道，如果已经吃腻
烤肉和红酒，那么可以品尝这里的鱼和海鲜，甚至还有汤煲田螺、海鲜大
锅饭和各式带着阿根廷式烹饪方法的西班牙美味。
Hipólito Yrigoyen 1201
人均 100 比索起
周一至周日 12:00~15:30，20:00~ 打烊
海鲜大锅饭 (Paella)、汤煲田螺 (Caracoles a la Bordalesa)
www.elimparcialbsas.com.ar

从国会出来沿 Rivadavia 大道往小号走
至 Cerrito，左转直走约 5 分钟即可看
到方尖碑

13:00
七九大道和方尖碑——最宽的马路和经常被恶搞的城市象征
七九大道（Av. 9 de Julio）是世界上最宽的马路，取名自阿根廷的独立日
7 月 9 日，大道宽敞美丽，两旁种有绿荫的草坪和花丛，竖立在中间的白
色方尖碑是全城的代表和象征。方尖碑（Obelisco）碑身高达 67.5 米，
建于 1936 年，是阿根廷建筑得最快的石碑，仅 31 天就完全竖立起来。
身为城市的代表物，政府经常拿它做宣传，比如，在 2005 年的世界艾滋
病日时，它就被戴上了一个巨大的红色避孕套。如果是春夏季节来访，可
以看到两旁的树上都开着阿根廷著名的蓝花楹。紫色的花朵如霞如烟，漂
浮在整个城市，美如仙境，使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淡紫色的温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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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Corrientes 1000 号
Carlos Pellegrini（B 线）或 9 de Julio（D 线）
免费

走过方尖碑后，沿着 Cerrito 往大号
走至 500 号，至 Tucuman 即可

14:00
哥伦布歌剧院——世界最美歌剧院
被《国家地理》及众多媒体称为世界最美的歌剧院，也是拥有最佳音响效
果的表演场地。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于 80 年代在这里登台
演唱之后曾说：“我再也不要在这里登台了，这个剧院有全世界最好的音
响效果，刚刚的几个小时，我都无比紧张，就怕唱错了，所有人都会听出
来。”常年在此表演的有哥伦布剧院（Teatro Colon）的固定芭蕾舞团、
合唱团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爱乐乐团，也有来自世界的国际音乐家。建立于
1889 年，在 2006 年由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型整顿，利用了最先进的科技，
结合大量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彻底恢复它荣耀岁月原有的光泽，并且在独
立纪念日两百年的五月二十四日重新开幕，其中最精彩的表演便是由著名
指挥大师丹尼尔 • 巴伦博伊姆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其风格金碧辉煌，
建筑内大量的油画、雕塑、水晶吊灯及拱穹壁画，完全不输欧洲著名歌剧
院的风采。
Tucumán 1171
Tribunales（D 线）
周一至周日 09:00~17:00 （包括国家假日，但在 05/01、12/24、12/25、12/31

Tips 小贴士

和 01/01 不开放）
150 比索，60 岁以上退休老人 25 比索（需身份证或护照），学生票 25 比索（需

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二个周日都会有免费表演，想要去

带学生证），持有阿根廷身份证者 50 比索（买门票时有英文导游带领进去，Tour

的朋友们需要在周五早上去歌剧院取票。

长达 50 分钟）
www.teatrocolon.org.ar/en

从歌剧院出来，沿着 Tucuman 往大号
走 至 1200 号， 坐 D 线 往 Congreso
de Tucuman 的 方 向 的 地 铁， 在
Scalabrini Ortiz 站下。出地铁口，沿
着 Scalabrini Ortiz 大 道 往 小 号 走 至
1500 号即可

15:00
巴勒莫 Soho 区——时尚、文艺又清新
巴 勒 莫 Soho 区（Palermo Soho） 由 Juan Bautista Justo、Cordoba、
Santa Fe 和 Scalabrini Ortiz 这几条马路做为边缘，以老巴勒莫广场（Plaza
Palermo Viejo）作为中心，四边都是当地时尚品牌店，但比较有名的是各
种自由设计师独创的店，有卖 30 年代的衣服和头饰的装饰店、有专门卖手
工首饰小饰品店、皮革、包包、另类衣服、鞋子、内衣等。周末中间的小
广场也会变成年轻设计师的集市场。周边有许多露天咖啡馆和小餐厅，是
当地年轻人非常喜爱的地方。同时也是街头艺术和涂鸦画家们最喜欢聚集
的地方，在小小的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有着巨大壁画的房子。
Nicaragua y Malabia
15， 36， 39， 55， 57， 110， 111， 141， 160

推荐店铺：
Juanita Jo 里面有阿根廷著名的女设计师 Juanita 的皮革包包，外形可爱
又时尚，也有钱包、衣服和鞋子卖。
Honduras 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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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Cher 也是阿根廷本地的设计品牌，以简约宽松的款式为主，风格
主流前卫，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但是衣服质量及色彩都非常优质，值
得进去逛逛。
El Salvador 4724

从广场沿着 Honduras 街往小号走，
在 Armenia 右拐，直到 1540 号即可

16:00
努恰咖啡馆——可爱又缤纷的下午茶点心
努恰咖啡馆（Nucha’s Café）是一家非常小清新又可口的咖啡店，是近
年来在阿根廷比较火的连锁品牌之一。小店由蛋糕师雷吉娜（小名为雷吉
努恰）老太太在 80 年代开的小点心和冰淇淋店演变而来，如今已壮大为
家族经营企业品牌，以丰富的下午茶及可口的水果点心扬名，还有非常多
种类的茶叶。最推荐水果慕斯蛋糕，品种有西番莲果、猕猴桃、橘子、广
柑、草莓、哈密瓜、百香果及应季果子的甜点，形状可爱、颜色缤纷，带
给你视觉和味蕾的双重享受。

Tips 小贴士
其实在巴勒莫 Soho 区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小咖啡，也
可以随便找一间自己喜欢的坐下来休息片刻。喜欢吃

Armenia 1540
15，34，39，55，57，106，110，140，141，151，168 路公交可到
周一至周日 09:00~21:00

Cupcake 小蛋糕的甜品控也可以去 Malabia 1680

人均 50 比索起

的 MUMA 店，有各种好吃又漂亮的小蛋糕可供选择。

nucha.com.ar

从咖啡馆出来往 Armenia 大号走去，
至 转 角 El Salvador， 沿 着 大 号 走 到
4786 号，一分钟的路程

17:00
少女房屋——只有更爱没有最爱的少女必去店
其实这是一家居家旅馆，采取了欧洲田园风格的装饰，得到好评且一发不
可收拾，于是相继推出了各种别致可爱的家居用品。其中有茶具、杯子、
香烛、手工肥皂、围裙、桌布、窗帘、浴衣、餐盘、和各种各样的美丽物
品。只要是女孩子，没有不喜欢少女房屋（Casa Chic）的。而男生们也
可以在这里为心爱的女生找到最好的礼品。
El Salvador 4786
15，34，39，55，57，106，110，140，141，151，168 路公交可到
周一至周日 09:00~21:00
casa-chic.com

从少女房屋出来沿着 El Salvador 街往
4800 号走，至转角沿着 Gurruchaga
街走至 1400 号，在转角沿着 Jose A.
Cabrera 走向大号至 5099 号

20:00
La Cabrebra 餐厅——最后的南美味道
行程最后一餐怎能不吃烤肉呢？这可是别的国家完全吃不到的！这家饭店
的环境非常幽雅安静，是放松而平静地吃一顿好餐的地方。点一盘鲜嫩牛
背烤肉（Bife de Lomo），加一杯红酒，慢慢品尝和回味这一场旅程吧。
Jose A. Cabrera 5099
15，34，39，55，57，106，110，140，141，151，168 路公交可到
周二至周五 21:00~01:00；周一、周六、周日 12:30~16:00，20:30~02:00
人均 150 比索起
www.parrillalacabrera.co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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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热爱旅行和分享
如果你对国外某地了若指掌 如果你有最聪明的当地秘笈
欢迎加入 去哪儿骆驼书全球签约作者的行列
请把个人简历及详细旅游经历发送至

travelfans@qunar.com

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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