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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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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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t Buenos Aires Cafés
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

走进布市咖啡馆

感受百年风华品尝人生百味

什么是“百年荣誉咖啡馆”？
这 个 在 西 班 牙 语 的 原 文 叫 做 Bares
Notables，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对“荣誉
的百年咖啡馆”的官方定义是：“那些因为其
建筑风格、文化价值、特性、以及悠长的历
史而目睹了城市的改变和前进，以及因为存
在而为城市的文化和进化掺入了重要的价值

一座城市的特色和它的居民们的社交方式和活动地方息息相关，比如中国的麻

的地方”，是对店家一种荣誉认可。目前在布

将馆、茶馆，这些都是城市的特色，而这些地方，对推动一座城的文化和历史

市里有 74 家，分别散落在城市不同的角落

的发展，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要了解一座城市，就一定要去了解住在这里的

里。有一些“百年荣誉咖啡馆”其实并不起眼，

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咖啡馆”正好最能演绎出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特性：悠闲、

但是因为正好在一些曾经发生重要的历史事
件上的地区上也被选入了名单中，比如古董

会享受、慵懒、小资、随性。布市开咖啡馆绝对不会浪费投资，无论什么时候，

区 San Telmo 里 的 La Coruña 咖 啡 馆， 它

在咖啡店里面都会有人，并且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讨论政治、抱怨国家、

并没有任何特色，但它正对面的街道是漫画

谈论天下大事、谈情说爱、分手离别、初步认识、复习考试、写文、发呆，任

家 Quito 的住宅，而这位漫画家正是大名鼎

何能在公共场所进行的事情都可以在咖啡馆看到。
在这本攻略里，我将引领大家走进布市的“百年荣誉咖啡馆”里，这些咖啡馆的

鼎的《娃娃看天下》玛法尔达的作者，他每
天都坐在这里想象着漫画里可爱的胖女孩和
朋友们在这条街上跑来跑去，而很多被画进

营业历史悠久均超过百年。当然，布市的咖啡馆并不全是 “高龄”的，但大部

漫画里的街景都是从这家咖啡馆的靠窗位置

分店面的“平均年龄”均有三、四十年。布市人对“咖啡馆”有特别的迷恋情结和

上的视角所发，店面也因此得名，被选入了

接近严厉的审核眼光，如果不是一家好咖啡店，那么它很快就会倒闭。这几年

市政府的名单中。

从欧美传来的 Gourmet 风格、小清新文艺风格、田园风格、自然风格、法式
可爱风格等咖啡馆都纷纷关闭，或者难以维持生意，也都是因为他们不是“传
统的”咖啡馆，少了那一份布宜诺斯艾利斯独有的气韵和风情。而且老店会因
为经历了时间的沉淀而有相当的存在性，因为对老顾客而言，咖啡馆是种精神
依托，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每当一家很老的咖啡馆关闭时，都会上当
地的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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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re the Trip
行前准备

六步了解布市的咖啡文化
“我们会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得很快乐的，孩子。想知道我如何确定这一点吗？因为这座城里有许多许
多的咖啡馆。” ——十八世纪的西班牙著名历史和学者 Pio del Rio Ortega 给远在欧洲的孩子写信
时如是说。想要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文化，最快的方法就是去一间古老的咖啡馆去坐一坐，
在那些沉厚的木头椅子上面静静喝一杯香醇咖啡时，安静地观察店里的一切，你会发现布宜诺斯艾
利斯是个怀旧的城市，这些咖啡馆正是时间长河中抹不去的珍宝。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1
便宜的价钱：姗姗而来的星巴克
想要了解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有那么多“百年咖
啡馆”，首先必须了解这座城市的“咖啡文化”以及居
民们对咖啡的喜爱和习惯。先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给
大家明显了解，那就是为什么星巴克迟迟不来布宜诺
斯艾利斯发展。这家知名的美国咖啡连锁店在 2003
年才在秘鲁的首都利马踏上南美洲的土地，布宜诺斯
艾利斯则是南美洲最后受到星巴克“侵略”的城市，在
2009 年末才在 Palermo Soho 区的百货公司里开了
第一家 Starbucks Argentina。原因很简单，除了南
美洲中巴西和哥伦比亚本身就是世界进口的咖啡供应
商之外，阿根廷的咖啡文化很难让连锁公司在这里插
脚；按照 2010 年的统计，在首都城中，平均两条街
就有一家咖啡馆，而在经济和金融风暴爆发之前，咖
啡的价钱实惠而便宜，并且更加醇香美味，是一杯小
量星巴克 1/8 的价钱，约 15 比索起，和 30 比索起
的小杯星巴克差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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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是在咖啡馆里，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布市中最老的咖啡馆是 1850 年就建于里考雷达区
的拉比艾拉“La Biela”咖啡馆，目前仍然在营业且生
意火热。这些店除了是重要的历史见证地点之外，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因素让他们如此有名，那就是”感
情”；周围的居民们很多都是在某一家店做了一辈子
的固定客人，在某个角落里有自己的座位，和服务
生或老板都是朋友。2013 年 9 月份时，位于五月大
道和 Florida 街的转角的 London City 老咖啡忽然关
门重修，这消息成了当时报纸的封面报道而引起很
大的回响，因为这家店已经连续四十多年未关门，而
突然重修不营业，让周围的居民们不知所措而惆怅，
他们不知道该去哪儿打发悠闲的时间。最明显的是位
于 Callao 和 Rivadavia 交叉点的《老风车咖啡馆》
Confiteria el Molino，它曾经是城市里最辉煌繁华
的地点，风头甚至超过了如今第一的托尔托尼咖啡
（Café Tortoni），后来因为老板的私人问题而关门，
如今市政府和私人企业为了争它的营业权，已经打了
近 30 年的官司；而当你经过那个地方时，可以看到
许多中年或老年人凝视着只剩外面的巨大风车雕饰而
缓缓摇头惋惜的样子。

3

“Vamos a tomar un Café?” —— 我们去喝杯咖啡吧？

这是在阿根廷人之间听得最频繁的一句
话，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生意都源起
于这句话，是当地的社交名言，而在咖啡
馆里便可见到城市中的生活百态。在阿根
廷没有谁会特意地“去喝咖啡”而是很自然
而然地“在喝咖啡”，在任何一间百年咖啡
馆里，和老服务生聊起住在距这里两条街
的红色大楼第二层里的老太太的大儿子的
第二任老婆的哥哥的小女儿的老师的八卦
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而如果有客人推门而
进和服务生如老友一样打招呼聊天更是普
通不过，他们都在某些咖啡馆里做了一辈
子的常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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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地出名人？ or 名人出名地？

自古来文人风骚，而咖啡馆这种聚集各域风流人物的地方更是少不了明星、艺人、
名妓、交际花、文人和艺术家的捧场。被誉为“南美洲的小巴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自然也有过自身的 Belle Epoque
（美好时代）
，
那是文化人物聚集一堂的黄金时代，
各种领域的大师们在咖啡馆里面共烹咖啡、评论政治文学、艺术舞蹈。由于布宜
诺斯艾利斯的咖啡文化深深植入其居民的生活之中，许多人宁愿把工作拿到咖啡
馆里去做也不愿宅在家里；而许多作家、艺术家、作曲家、更是倚靠着咖啡馆的
橱窗看向街道而找到灵感的来源的，因此在多家“荣誉百年咖啡馆”里，都可以见
到著名作家或艺术家的专座位保留以及纪念雕像；对南美艺术、历史或文学有所
研究的朋友们来说，来到这些老店家里寻找大师们的足迹可谓一场朝圣之旅。

5

似友非友的服务生们

“荣誉百年咖啡馆”的特点是穿梭其中的服务生，在传统咖啡馆里的服
务生大多是老先生，穿着西装裤、背心和衬衫、系着蝴蝶结和围裙、
熟练而轻松地用几只指头撑着装满东西的银盘，风度翩翩而脚步轻盈。
他们的亲切和友好度也和年轻服务生不一样，会用非常熟悉的语气和
客人打招呼，让人一下子就失去了生疏感或距离，像在朋友家里喝下
午茶一样舒适：“天气太冷了，您来点什么暖胃？”，“今天喝什么？
奶茶很不错。”，“刚刚出炉的慕斯蛋糕如何？再不来点就要被其他客
人吃完了哦。”如果你成了某家店的老顾客，那么服务生会直接在你
推门而进时向柜台说：“某号桌子的客人来了，赶紧上他经常点的东西。”

6

酒吧 & 咖啡馆 & 饭店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咖啡馆、酒吧和饭店的定义很难分清楚，一般在咖
啡馆里看到美丽的木制酒柜里摆放着整齐而全满的各种酒类是很平常的
事情，甚至在许多咖啡馆里都有店家特地收藏的威士忌、香槟、或红酒。
阿根廷人喜欢随时随地喝咖啡，但更喜欢随时随地喝酒，而有酒就一定
要有美食配，所以基本上咖啡馆里都有非常简单的菜单供客人们选择。
而许多咖啡店在夜晚都会“摇身一变”成为客满的酒吧，所以在吧台上可
以看到很漂亮的复古啤酒机和倒挂着各种样式的酒杯，而在外面的门上
除了店名也会写着“Bar – Café – Restaurante”。

Qunar 骆驼书

|

04

lassic
经典布市咖啡

TOP 6 当地连锁咖啡店 & 咖啡豆品牌
虽然此攻略主要介绍的是咖啡店而非咖啡，但若来到阿根廷想要带一包地道的咖啡豆或磨粉回去做
手信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要先声明一下，阿根廷的咖啡文化非如其他国家那样讲究咖啡豆和制
作方法，而是讲究那份悠闲的时光和心情，所以“荣誉百年咖啡馆”并不适合咖啡达人或爱好者去专
研咖啡本身，主要的目的是去体验、观察与享受。而喝咖啡讲究烘焙和精选的爱好者，不妨参考一
下阿根廷大量的咖啡品牌，价格便宜而优惠，种类和选择都很多，可以拿回去自己品尝或送人。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1

连锁咖啡店 La Tienda de Café （直译为“咖啡馆”）
是作者比较喜欢的一家咖啡连锁店，里面不仅有普通的咖啡、下午茶、
冷饮和各式糕点，也有分 1/4、1/2、1Kg 的咖啡豆可供购买，并且有
十多种类可以选择，其中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咖啡豆的精选，烘焙也
从浅、中、到深焙。推荐巴西咖啡，味道甘美香甜，因为品质自然而
突显出气味的久远和浓香，若要放在行李中最好先用塑料袋包装起来，
否则会整个行李箱都是咖啡味。
www.tiendadeCafé.com.ar （有英文选择，可按美国小旗子即可）
www.tiendadeCafé.com.ar/locales （查询购买点）
咖啡店人均消费 30 比索起；500 克罐装咖啡豆 50 比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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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afide（博纳费德咖啡）
一个接近百年历史的老品牌，从 1917 年就开始从巴
西进口精选的咖啡豆，后来也继续推出巧克力、甜牛
奶酱和夹心饼干的点心系列，深受阿根廷人喜欢。此
品牌的咖啡烘培和选择的过程更加繁复和仔细，并且
有长年的经验和口碑在那儿，所以对咖啡豆的要求比
较严格和挑剔的朋友们，带一袋 Bonafide 回去比较
适合。咖啡豆有分两大烘培方法，一是自然烘培、二
是加糖的 Torrefacto 烘培，这两种烘培各有四种不同
口味的咖啡选择，一共有八种产品。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家的咖啡豆都是装在铝箔袋印麻袋花里面，既特
别又能保证咖啡原味。
www.bonafide.com.ar/english/home.php
www.bonafide.com.ar/espanol/locales.php（查
询购买点）
咖啡店里人均消费 30 比索起；咖啡产品在专卖店
里较贵，但是包装漂亮，价格从 40 ~ 150 比索不定

Café Martinez（马尔丁内斯咖啡馆）
也是连锁咖啡馆，有 80 年的历史了，其企业发展
是非常激励人心的故事，被称为“阿根廷的星巴克”，
经常被喻为成功案列在各大经济大学里面被提起，

3

最后一家分店开在了远在阿拉伯的迪拜城。店里
除了提供咖啡点心和茶水的服务也有卖各种周边
和咖啡用品：咖啡杯子、搅拌棒、咖啡机白糖等。
在店里可以买到咖啡豆和即溶磨粉，有的是装在
布袋里面，有的是装在铁罐里面；烘培方式从浅、
中、到深焙，种类以巴西咖啡为主，并没有哥伦
比亚咖啡。
www.Cafémartinez.com
www.Cafémartinez.com/sucursales
（查询购买点）
65 ~ 85 比索起，按照装罐的大小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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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a Virginia （维尔奇妮雅咖啡）
是阿根廷人各种热饮的第一供应商，从 1915 年开始推销大量的饮料，
产品系列里有马黛茶、茶叶、卡布奇诺、咖啡，甚至热汤，阿根廷人
的厨房和餐桌上都可以见到它们的产品。主要提供即溶咖啡磨粉、有
分 125、250、500 和 1000Grs 的包装；另外也提供即溶咖啡的小包，
如茶包一样直接放进杯子里面即可。该品牌的产品都是在超市中售卖，
并没有固定的店，价钱优惠，但对咖啡要求比较严格的人最好不要选
这个牌子。
www.lavirginia.com.ar
30 ~ 50 比索起，价格按照装罐的大小而分
各大超市

La Morenita（直译为“小黑人”）
历史最长久的品牌，从 1890 年就在给喜欢喝咖啡的阿根
廷人们服务了。和维尔奇妮雅咖啡一样，主要是做即溶
咖啡、咖啡包和咖啡磨粉的产品，在各大小超市都可以

5

买到，是广大观众和上班族比较喜欢买的品牌，价钱优
惠而分量也非常大。
www.lamorenita.com.ar
30 ~ 80 比索起，价格按照装罐的大小而分。
各大超市

6

Arlistan ( 阿尔丽丝丹咖啡）
是阿根廷著名的食品大企业 Molinos 旗下的品牌，该公司就只有这么一款咖啡品
牌，也是与上面两种相似，主要在大小超市卖的大众咖啡；但在维尔奇妮雅、小
黑人和该品牌之间，作者还是觉得这个牌子是最好的，味道香醇而持久、品质也
更好。近期他们正在推出一系列的卡布奇诺即溶咖啡，也可在超市里面找到。
www.molinos.com.ar/nuestras-marcas/arlistan.aspx#
40 ~ 80 比索起
各大超市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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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里的美味
与喝咖啡一样，配着饮料的点心也是随时都可以吃的，阿根廷人喜爱甜食，对于我们中国的舌
尖可能有一点过于甜腻，但这里的咖啡也特别的纯，所以在配点心的时候，最好不要再在咖啡
里面加糖，一苦一甜，犹如生活的味道，正好相配。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烤面包土司加奶酪和果酱
（Tostadas con Queso Ymermelada）
小块面包烤硬、上面涂上起司奶酪，再在中
间放一大勺果酱（个人比较推荐草莓或红果
的 果 酱， 西 文 是：Mermelada de Frutilla o
frutos rojos），咬下去的时候香脆而酸中带甜，
有些面包刚刚出炉还微微发烫，无论早餐或下
午茶都非常适合。有些咖啡馆在点这一份点心
的时候会摆出非常漂亮的餐具：放面包土司的
竹篮子，木质的托盘里有两个圆洞，一个放起
司一个放果酱，以及闪闪发光的银质面包刀。
其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的茶点和早餐都
会采取欧洲式的，一般都是各式各样的烤面包
或甜面包，在中间加上融化的奶酪或火腿片；
甜面包的话都会伴着果酱、黄油、起司、或者
甜牛奶酱。
无论是清爽的早晨，还是慵懒悠闲的下午茶时
间，只要你随意走进街边的一家咖啡馆，都能
看到恣意的阿根廷人，在享受属于他们的咖啡
与美味的搭配。香浓且多样的咖啡，氤氲的香
气盘旋在每张小桌子上，与甜蜜鲜亮的果酱面
包一起（果酱通常有草莓酱、蓝莓酱、树莓酱
等可选），色彩诱人，叫人欲罢不能。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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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油条（Churros）
麦穗面包做成条状下油微炸，内包着甜牛奶酱、草莓
酱，或无夹心、外面撒一层白糖、或点包裹着巧克力
酱的油条（Churros Cubiertos de Chocolate），外
焦内嫩，咬下去的时候可以听到喀嚓的一声，香脆可
口。独家而地道的吃法：把油条浸入咖啡或牛奶，在
拿出来，用咖啡桌上都会供用的白糖包往上面撒，让
糖黏在粘上咖啡或牛奶的油条上再吃，更加甜而有味。

玉米淀粉夹心小饼干（Alfajor de Maicena）
其实很多咖啡馆在你点一杯咖啡的时候都会送一小盘
饼干或点心（咖啡馆档次越高点心越精致），其中经
常被呈上的就是翻译过来名字很长的玉米淀粉夹心小
饼干，用牛奶、白糖、玉米粉、百草香精烘焙成饼干，
中间夹着一层厚厚的牛奶酱（Dulce de Leche：以牛
奶、糖和香草香料制造而成，阿根廷人的国家级酱），
单吃的话比较甜腻，但配略苦涩的咖啡口感正好。

牛角面包（Medialuna）
是法国传来的 Croissant 面包，因为形状如月，所以
Medialuna 直译是“半个月亮”，也称月亮面包；一种
是黄油月亮面包（Medialuna de Manteca），在卷好
形状的面包上面浇涂黄油和糖，放进火炉里面烤，之
后会有一点焦糖的味道，形状也更加圆胖，香脆蓬松；
另外一种是脂肪月亮面包（Medialuna de Grasa），
外形更瘦小干瘪，调料也只有面粉、盐巴、白糖、油和水；
味道偏淡，对不怎么喜欢甜品的朋友比较适合。

Pastafrola 蛋糕 （Torta de Pastafrola）
这个名称没有直译，是一种由面粉、黄油、白糖、鸡蛋、
香草或柠檬精油发酵后形成的外坚内蓬面包做成的蛋
糕；形状为圆，其中铺一层甜薯酱或榅桲酱，再用裹
成条的面包交叉铺在其上形成棋盘的样子。味道甜而
不腻，有些古老咖啡馆会有厨师亲自下厨，端上来的
蛋糕微热柔软，最适合吃。面包偏干，一定要一口蛋
糕一口咖啡配着，否则会难以消化，比较推荐在下午
茶的时候点，如果早上第一顿餐吃这个比较伤胃。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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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学学阿根廷人喝咖啡

学学阿根廷人喝咖啡
早上八点、午后两点半、下午茶的六或七点钟、晚饭后的十一点钟，阿根廷的咖啡不如英国下午茶有固定
的时间，和这个国家很多的文化和习俗一样，喝咖啡是一种悠闲而随心所欲的事情，想喝就喝，无论什么
时候都可以，反正在三更半夜，你也可以在街头转角找到还未打烊的咖啡馆。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高尔多咖啡（Café Cortado）
从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流而来的喝法，Cortado 从西班牙语直译
的意思是“剪掉”，是小杯的浓缩咖啡外加牛奶，因为牛奶“剪掉”
了浓缩咖啡的苦涩味所以才有其名。这是阿根廷人点得最频繁
的咖啡，因为呈在很小的杯子里面，分量才 60 毫升或更少，
所以一般都在饭后点，正好去掉餐饭的油腻和味道，也不会因
咖啡因数量多而影响睡眠，在午饭后饮也正好提神。在咖啡馆
里很容易见到客人说：“Un Cortadito Por Favor”（请给我一
份小小的高尔多）有些直接简单地比出一个小杯的手势，服务
生就了解了。

一滴泪咖啡（Lagrima）
非常诗情画意的名字，先把滚烫牛奶冲泡而倒在杯子里，再倒
入一股极小的速溶咖啡，所以外观是如纯白牛奶泡上掉了一滴
咖啡的眼泪，名字从此而来。（和意大利的玛琪雅朵咖啡正好
相反：浓缩咖啡上外加少许的牛奶。）咖啡味道略淡而牛奶醇香，
主要为下午茶的好选择，许多深受咖啡因的影响而难以休息的
客人们都喜欢点眼泪咖啡并且放很多糖。

牛奶咖啡（Café con Leche）
因为阿根廷的牛在优渥的环境中自然放养，因此品种优良，牛
的所有部分都会充分的利用，各种奶酪品都品质优良；其中牛
奶更是醇美鲜味，因此滚烫的牛奶咖啡是民众的最爱。浓厚黑
咖啡加热牛奶在冬天的早点上几乎会在咖啡馆里的每一张桌子

饮食而下午或傍晚避免。在这儿有种说法是，喝美式咖啡不加
糖的人才是真正的咖啡因依赖者，因为本地的居民口味偏甜，
美式咖啡略带苦涩味道浓厚并不适合喜爱吃甜食的阿根廷人。

意大利卡布奇诺（Cappuccino Italiano）
许多阿根廷人都有“从你点咖啡的种类而看你的性格”，所以一
般男士都会避免点卡布奇诺，而意式的 Cappuccino 更是让他
们避而不及，这种泡沫牛奶咖啡，并不是“真汉子”的首要选择，
反而是学生和女孩子们比较喜爱。和普通的卡布奇诺不同，“意
大利”的卡布奇诺是指：浓缩咖啡加入蒸汽发泡的热牛奶，在上
面喷许多泡沫奶油，最后在上面撒一把巧克力屑或者锡兰肉桂
屑，外观可爱，味道甜而不腻，是喝下午茶时的必点饮料。

上，而配着甜腻的点心更是能够突出咖啡的醇美味道。

美国式咖啡（Café Americano）
用浓缩咖啡加入即热但非滚烫的水，口味略淡，是从美国传流
而来的喝法。虽然阿根廷的咖啡并非很强烈，但这里的美式咖
啡还是比其他喝法有更多的咖啡因，因此许多人会选择在早上

Tips 小贴士
如何点杯咖啡？
在西班牙语里，点咖啡很简单：Un （一杯）+ （想要喝的饮料，比如：卡布奇诺）
Cappuccino + Por Favor（“请“的意思）?，就是”请来一杯卡布奇诺“。不要忘了
在后面加一句 Gracias（谢谢）。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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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lore Buenos Aires Caf s
探索 • 布宜诺斯艾利斯百年咖啡馆

看尽百年历史风华的
咖啡馆之路
精挑五间布市必体验的咖啡馆且都分别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主要的街道——“五月大道”（Av. De Mayo）上，且
街道两旁皆是观光景点，包括总统府玫瑰宫、五月广场、主大教堂、卡比尔多宫、巴罗洛大楼、国会等。同时咖啡馆
之间的距离都非常近，如果体力好的话，完全可以步行；如果旅人打算在游玩城市著名历史景点时，想找一家美丽而
古老的咖啡馆坐下来歇息的话，这些都是上好的选择。这里所介绍的店面都是“百年荣誉咖啡馆”里属”高大上”等级，
因此总体消费也比其他咖啡馆要稍微偏高。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主要区域
市中心、国会区、以及阿尔玛格罗（Almagro）区
在市中心最重要的大街就是“五月大道“（Av. De Mayo），它是全布宜诺
斯艾利斯最重要的大道之一，起点是总统府玫瑰宫，终点是国家国会大楼；
它贯穿整个市中心（Microcentro），这里是所有重要国际企业、银行、国
企的所在地，因此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地区。五月大道的终点亦是另外
一条重要大街 Rivadavia 的起源，这条一直延伸到城外的大街把布市一分为
二，一共经过七个市区，其中阿尔玛格罗（Almagro）区是著名的住宅区，
咖啡馆和饭店尤其多。

主要交通工具
地铁：这条路完全沿着蓝色的 A 线地铁延伸，所以如果不想走路的话，地铁
是首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大约每三条街口一站，票价 5 比索，若出站
的话会需要重新买票，因此只推荐在两家咖啡馆距离较远的时候才搭乘。
公车：105、86、5 号公车都在这条路线上直走，只是阿根廷公车对于完全
不熟悉城市情形的观光客并不适合，它不报站，有些地方也没有站牌，购买
车票需要上车后向司机说明去哪里再投硬币（车票从 3 比索起跳），所以对
不会说西语的朋友来说相当有难度，相比之下还是乘坐地铁比较方便。
出租车：路线的起点是在五月大道之上，过了国会宫之后便是 Rivadavia 大道，
这条路连接城市南部的住宅区、国会区、商业区、和市中心金融区、所以非常
拥挤，坐计程的话行驶会非常缓慢，花费上并不划算。出租车的起跳价格是 11
比索，每 200 米跳 1,10 比索；晚上 22:00 之后到凌晨 06:00 价格上升 20%。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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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Querandi——老学者们捍卫守护的老家
开业时间：1920 年
风格：悠闲慵懒的文艺时光

用这一家古老的咖啡馆做一日的第

到 70 年代，军政府扫荡每个角落，

+54 (11) 5199 1770

一站最好了，没有什么比通过这家

El Querandi 也 如 其 他 店 面 一 样 关

info@querandi.com.ar

老店来介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化

门避难，在阿根廷再次迎来和平的

www.querandi.com.ar

和历史的进化更加适合，它目睹了

时候，这里成了流浪汉们的归宿。

往南方走的话可到 San Telmo 古董区，

整个首都的变化，而自己仍然默默

1979 年，在城市的文化遗产委会的

地 守 在 原 地。 远 在 1920 年 时，El

努力下，店面逃过了被拍卖给私家

Querandi 即 在 此 开 店。 里 面 的 布

行业的命运，被市政府派给“布宜

置非常讲究：桌椅是从维也纳海运

诺斯艾利斯大学毕业生委会”保管，

来的索耐特椅子、黑檀木的吧台上

这些曾经是在店里大谈未来的少年、

摆满了咖啡罐、水晶橱窗上有从欧

如今已是年迈的老人做出了一件非

洲直运过来的各种酒瓶、窗子上用

常感人的事情：在他们的努力下，El

阿根廷特有的彩色字体写着店名。

Querandi 几乎还原了原本的模样，

迈克·索耐特（Michael Thonet）十八世纪的

三百平方米的小店很快就被布宜诺

那些索耐特氏椅子、柜台上的玻璃

奥地利家具设计师，他与五个儿子们创造了

斯艾利斯大学的学生们挤满，每个

镜子仍是 20 年代的原版，上面还刻

下午都可以看到少年们在此一手咖

着“菠萝果汁酒，现代的摩登饮料”

啡一手香烟 , 大谈未来理想和国事，

字样，就连桌布都还是原本的粉红

品牌的椅子深受欢迎，由 18 世纪的欧洲移

阿根廷的咖啡馆里很少有播放器，

和白色款式，让人一进门就感受到

民潮流传到了南美洲，到至今仍有索耐特家

那个时候总会有个略带哀愁的音乐

那漂浮在空气中的历史气息。

家在角落里拉着风琴，真是美好。

1995 年开始，El Querandi 除了平

咖 啡 馆 的 第 一 位 老 板 叫 Pedro

常的咖啡服务也推出了晚餐探戈秀

Anglada，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到

套餐，包括美味的当地美食晚饭和

现在咖啡馆里的老客人们都还记得

红酒，还有专业的探戈舞者表演；

他“是一位好人”，他和店里的服

可以直接在官网预订，也可包括从

务生 Paz 先生（名字不详，大家都

旅店里接送。

只记得他的姓氏），经常在店面打
烊之后把剩下的食物拿到附近教堂，
给无家可归的人吃，那是 1940 年
的事了。阿根廷的和平而一直维持

Peru 322

4

往东北的方向走就可到五月广场和周边
的总统府、卡比尔多宫、布宜诺斯艾利
斯主教堂。

延伸阅读：索耐特家具的由来

家族品牌、专门制作高级细木家具，被视为
现代家具的开创者。他曾为维也纳宫廷，为
列支敦士登、施瓦岑贝格皇室制作家具，该

具摆在许多我们即将介绍的百年荣誉咖啡馆
内，那被视如至高无上的荣誉以及历史悠久
的代表。

E 线（Belgrano 站）；A 线（Plaza de
Mayo 站）
50 比索起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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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 Tortoni——布市荣誉古老咖啡店的首席代表，没有之一
开业时间：1858 年
风格：高大上的经典代表

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有代表性、最有

沙发，因为家具的质量精良，所以

名、最被驴友和咖啡达人们喜爱、

能够一直保存到如今。室内装潢由

最能代表阿根廷咖啡文化的老店，

挪威建筑大师亚历山大 · 克里斯多芬

就是这家大名鼎鼎的：托尔托尼咖

森作为首席设计师一手操作：摆了

啡店。开张于 1858 年，是一家饱经

一百五十盏蒂芙尼台灯点缀，添加

风霜的老店，光看大门前挂得密密

了妩媚而浪漫的朦胧气氛（目前这

麻麻的荣誉铜牌就知道它经过了多

些台灯正挂在柜台上面拍卖，只要

少年的风雨。最初的老板是姓氏为

有钱就可以买回家）；意大利铜属

Touan 的法国人，因深爱开在巴黎

吊灯，上面的水晶吊坠已经被拆下，

的意大利大道上的同名咖啡馆，来

但是灯脚仍然是 1889 年海运而来

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也以“托

的；大理石的石柱和地板、墙壁上

尔托尼”的名字在这里开了一家风

摆满了重要的画和照片，其中不乏

格相似的咖啡店。（也有历史学家

慕名来访此地的重要人物的合照；

说 Touan 先生是当年巴黎有名的“杜

地下室原为酒库，目前改装成了舞

昂咖啡馆”的老板，是在布宜诺斯

台，晚上是探戈和爵士音乐的表演

艾 利 斯 开 了 Tortoni 之 后， 再 把 法

时间，也在某年代曾是重要的政治

三位常客的雕像：卡洛斯·葛戴尔（Carlos

国的原店改了名字。）最初的老店

人物秘密聚集的会议室；在咖啡馆

Gardel）人称“歌声带泪的男子”，探戈界

并不是开在现在的地址，店面经历

的右侧曾设有一小间偏室，里面摆

了 三 次 搬 家， 最 后 在 1884 年， 于

着大约十五张桌子，是为了出身高

五月大道上高调装修而隆重开张；

贵或身份敏感（寡妇、重要人物的

驱 长 辈； 阿 尔 芬 西 娜· 斯 托 帝（Alfonsina

现在内部仍然保持着当时的风格：

未婚妻、总统或官夫人）的女士们

Storti），阿根廷著名的女诗人及作家。这

一百张从法国海运过来的橡木高咖

准备的 VIP 贵宾包厢，现在也成了

啡桌，上面配着豪华大理石的桌面、

小小的舞台和表演地。

四百把橡木椅子和两百座豪华皮革

Avenida de Mayo 825
Piedras（A 线）
周 一 至 周 六 08:00~03:00； 周 日

延伸阅读：文人骚客的聚集地
这样厉害的地方自然少不了许多知识分子和
风骚文人捧场，把这个咖啡馆变成文化沙
龙，在后面的角落里我们可以看到最有名的

里的大神；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阿 根 廷 著 名 的 作 家、 诗
人、翻译家，拉丁美洲的小说作家们的前

三位曾在阿根廷的文化和艺术上做出巨大
贡献，又是这里的常客，因此在这里竖起他
们的雕像向其悼念（除了博尔赫斯之外，其
他两位都死于非命），也纪念着阿根廷文化
的一个美丽而豪华的黄金时代，其实除了他
们几个，也有其他许多名流在这里谈笑风
生，并讨论过国家大事或文艺驱动，最有名

08:00~01:00

的是波兰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Albert

人均 30 比索起

Rubinstein）、西班牙哲学家、记者、评论家、

www.Cafétortoni.com.ar

作家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Jose Ortega

五月大道本身就是非常美丽而适合散步
的街道，以玫瑰宫总统府开始，经过卡
比尔多宫，延伸到国会宫殿，一路上两

y Gasset）、 著 名 赛 车 手 及 五 届 F1 年 度
冠军胡安·曼努埃尔·范吉奥（Juan Manuel
Fangio）、政治家及后来的阿根廷总统马
尔塞洛·托尔夸托·德·阿尔维亚尔（Marcelo

旁的建筑都是保存已久并且有历史文化

Torcuato de Alvear） 和 著 名 油 画 大 师 贝

价值的楼房，大多采用十八世纪末的欧

尼 托 · 金 凯 拉 马 丁（Benito Quinquela

洲风格，最出色的是在五月广场对面的

Martin）。而在一长串的国际明星名单中，

布市文化楼—昔日的 La Prensa 媒体
报纸办公楼（Av. de Mayo 575），国
会宫殿附近的巴罗洛宫（Av. de Mayo

最有名的来客则是爱因斯坦、西班牙作家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ia
Lorca）、克林顿夫妇、美国演员劳勃·杜瓦
与西班牙前国王卡洛斯一世。

1370）以及国会宫殿。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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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Billares——硬汉子的碰头地
开业时间：1894 年
风格：重口味纯爷儿们

在这家咖啡馆里几乎找不到女客人，

店里的装潢非常简单，最大的吸引

长年以来，它的雄性气氛实在是太

点还是地下室的十四张专业台球桌，

强烈了，足以让那些只想静静地喝

桌脚以檀木而做，贵重且坚固；墙

杯咖啡或想要和闺蜜聚会的女人们

壁上树立着专业台球杆，当然有一

避而不及。这是威士忌、香烟、雪

些是私人用品，不是供给客人用的；

茄、啤酒和台球的天下，店面的名

四处都贴着广告单，一般都是专业

字足以说明一切：“36 张台球桌”。

的台球手在招生的宣传；而店里也

的事情，而时常的治安也不是非常的好，在

一听就知道是硬汉聚集的地方，我

会时不时地举行台球比赛和聚会。

周围都有简陋而便宜的旅馆，聚集了各种从

们是淑女，去不得。早在 1894 年，

酒柜吧台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威士忌、

店面开张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是以

琴酒、朗姆酒、伏特加、龙舌兰和

男性客人为主，因为有着台球桌和

各种各样的啤酒；咖啡也大多是带

酒吧，好人家的女孩们是不应该去

酒的，这里的爱尔兰咖啡尤其好喝。

这种地方的。而在 1930 年，民风

不要希望在菜单上会出现可爱的糕

虽然开放，但阿根廷共和党和国家

点或者鸡尾酒，那是“娘儿们才会

工团主义党的追随者都在这里生活，

点的东西”，而来这里的都是纯爷们。

双方竞争激烈，经常在这一地带的
大街小巷里大打出手，在咖啡馆里
经常可以看到被打破的玻璃或飞出
去的椅子，因此女人们都离这一带

延伸阅读：周边景点一览
离这里一条街的距离就是有名的巴罗洛宫，
而再走两条街就是国会宫了，来到布宜诺斯
艾利斯的朋友们一定都会去拜访这两个地
方，但是在这一区发生游街抗议是非常平常

邻国偷渡而来的非法移民者，因此如果去这
一带建议打车或下地铁就直接去目的地，不
要在周围停留或者缓慢游行。

Salta y Av. De Mayo
A 线（Lima 站）
周 一 至 周 五：09:00~23:00； 周 六 :
11:00~02:00；周日：11:00~20:00

非常远，宁愿绕一大圈走远路也不

40 比索起

愿意接近。长久以来，风气已成，

www.los36billares.com.ar

店家也喜欢以“硬汉子”、“大男

巴罗洛宫、七九大道、方尖碑、科隆大

子”、
“真丈夫”的风格来做为招牌；

剧院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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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 de Los Angelitos——探戈神话初登场
开业时间：1890 年
风格：探戈爱好者的小天地

来观赏一场华丽的探戈。下午茶与
点心也非常丰富，尤其是蛋糕和甜
点，逐渐有更多人在这里聚集喝下
午茶。但作者真心在此推荐一下，
卖点其实只有探戈，如果是为了寻
找昔日咖啡馆、悠闲浪漫的风情的
话，还是选择其它家拜访。而这里
的蛋糕和下午茶的内容虽然丰富，
但其实质量和分量远远不比另一
家—Las Violetas。
Av. Rivadavia 2100
Congreso 站（A 线）
周一至周日 08:00~00:00
人均 50 比索起
巴罗洛宫，国会宫殿

对阿根廷有兴趣的人肯定有一大部

两人初次共同登台献唱就是在这间

分是因为探戈，而对探戈有兴趣的

咖啡馆。葛戴尔的歌声非常温柔多

人有一大部分一定认识卡洛斯 · 葛

情，很容易唱出探戈歌应有的沧桑

戴尔（Carlos Gardel），世界共识

悲凉感觉，并且很好演绎了浓厚的

的探戈之王，人称“声音中带泪的

寂寞，不少客人仰慕而来。随着他

延伸阅读：正宗探戈表演

男子”。葛戴尔的出生地一直是法

们的名声大噪，咖啡馆的生意也越

此馆的晚上观看探戈秀的价钱是从每人 400

国和乌拉圭多难来之间的国际争议

来越火爆，也是在此地，两位歌手

比索起，包括一份套餐：前餐，正餐，饭后甜点，

之一，总之他没有生在阿根廷，却

签下来生平第一张唱片的合同，为

酒水（不包括红酒），其实这样的价钱算是偏高，

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贫穷的小区街

了纪念这个出发点，荷西 · 兰纳索甚

而为了看更专业盛大的探戈表演其实可以去位

道之间长大的。在他成为专业歌手

至为这家店亲自写了一首探戈曲子，

之初，正是住在 Rincon 135 号，离

就叫做《天使们的咖啡馆》。

这家咖啡馆只有百步之遥。Café de

葛戴尔在 45 岁时不幸因空难而去

com.ar ；而每年一度的世界探戈竞赛的谢幕

los Angelitos 直译为“小天使们的

世，而探戈的风光时代也逐渐退去，

表演也是在这里举行。

咖啡馆”，建立于 1890 年，是在布

小天使们的咖啡馆难以在历史的洪

宜诺斯艾利斯的百年荣誉咖啡馆之

流里站定脚步，终于在 1993 年时宣

中，没有保存当初面貌的稀少店面

布破产而关门。10 年后被私家公司

之一；它最初的样子非常简陋，甚

购买，在 2007 年重新开张，装潢风

至更像一个混乱的酒吧，在建立之

格也想努力地恢复当年的韵味，却

初的客户对象是那些底层的工人和

怎么都难以复还昔日的风情。如今

佣人，但是在 1911 年，还没有成名

它仍然以探戈作为大卖点，每天晚

的葛戴尔给它带来了巨大的转折。

上都有专业的探戈舞蹈团和乐队在

那一年，葛戴尔 28 岁，与已经小有

地下室的豪华表演间里上台表演，

名气的乌拉圭探戈歌手荷西 · 兰纳索

对探戈抱着好奇心并且不知道去哪

（Jose Ranazzo）认识而成为搭档，

里看表演的朋友们可以选择在这里

于 Abasto 区的 Esquina Carlos Gardel，这里
因是葛戴尔长久唱歌的地方而推出更加正宗
的探戈表演。网址： es.esquinacarlosgardel.

Qunar 骆驼书

|

15

Damblee——阿尔玛格罗的小家碧玉
开业时间：1962 年
风格：消磨下午的最佳场地

在阿尔玛格罗市区众多百年荣誉咖
啡馆之间，这一家似乎是最小最年
轻、最不起眼的咖啡馆，但仍然深
受四邻居民的喜爱。其风格更加现
代化，也没有多少历史和故事所言，
（它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面的街角
搬到了现在的住址）。但这家店对
点心和美食尤其注重，服务生虽然
年轻但是态度老练且专业，至今已
经产生了固定的顾客群，作者就是
其中的一位，在这里已经有了固定
的桌子，每天都要喝一杯这里的意
式卡布奇诺才能开始写作。这里的
装修和美食都是以巴斯克风格为主，
各式各样的西班牙式蛋糕和三明治
是喝下午茶的客人们的最爱，而早
点也是非常丰富、分量足够。
Av. Rivadavia 3402
Loria 站（A 线）
周一到周日 08:00~00:00
人均 50 比索起
无

延伸阅读：海鲜餐配红酒
Damblee 的海鲜餐非常丰富，每天无论是
晚餐还是午餐都有精心准备的不同菜单，
以每天最新鲜的海鲜和蔬菜配出最健康的
套餐，其中由鳕鱼、章鱼、虾、和鱿鱼的
各种套餐尤其美味；而茶点和点心也非常
美味，采取法式甜点的风格，最好吃的是
烤苹果甜派和巧克力慕斯蛋糕。另外此店
还珍藏 150 多种不同的红酒，最推荐此店
的 Salentein Malbec。

Qunar 骆驼书

|

16

Las Violetas——市区中的三色堇
开业时间：1884 年
风格：闺蜜们的贵妇下午茶时光

或 许 是 名 字 的 原 因， 或 许 是 它 内

单上的多种选择感到迷茫而不知道

Av. Rivadavia 3899

部 精 致 优 雅 的 环 境， 但 这 家 位 于

点什么，不妨问问他们。

Castro Barros（A 线），Medrano（B 线）

Rivadavia 和 Medrano 大 道 的

此 馆 有 两 扇 大 门， 其 中 一 扇 是 从

周一到周日 08:00~00:00

交叉点上的咖啡馆一直都是阿根

Rivadavia 大道中进入，专门为外卖

人均 30 比索起

廷女人们最爱光顾的下午茶聚会

客人开放，一进去就可以看到摆满

www.lasvioletas.com

点。开业于 1884 年，其装潢完全

各式各样的蛋糕和点心的橱窗和柜

是意大利和巴黎的欧洲新艺术 Art

台，而且还有许多可爱而浪漫的巧

Noveau 风格，里面的桌椅和家具、

克力或蛋糕礼品盒，包装的非常漂

柜台都是从巴黎定制、海运而来的

亮精致，经常有各式各样的人在这

高档品，地板和石柱都是大理石所

里挑选带回去的好吃点心或者礼品，

做，其中最迷人的是每一扇门上面

穿着校服的高中女生尤其为多。这

的玻璃彩绘和咖啡馆右侧内部的巨

里的糕点烘培和制作完全是在咖啡

大壁画。和许多百年荣誉咖啡馆一

馆后面的厨房中的点心师傅们亲手

但是现在很多点心店里面都没有在卖了，因

样，Las Violetas（ 直 译 为 三 色 堇

做出来的，而自开店到如今的一百

为需要传统和熟练的手法，而多年的精炼材

咖啡馆）也曾面临倒闭的窘境，在

多年来，三色堇咖啡馆都是使用自

1998 年 宣 布 破 产 关 门， 而 在 市 政

然成分来作菜单上的点心糕点，对

府立法部门的全力挽救下，于同年

原材料有严苛的考核和审核，因此

被宣布为受市政府保护的重要历史

味 道 自 然 纯 美。 另 外 一 扇 门 位 于

文化地方。其营业权在多次拍卖之

Medrano 大道，是给来咖啡馆的客

下终被某富豪买走，并且在经过多

人们所开放的。

年的维修之后，于 2001 年隆重地

该店的下午茶和中早餐（Brunch）

重新开业并且召回了当年在此工作

分量非常充足，其中包括：大蛋糕

的所有员工。如今，满头银发而风

（可以任意选品种）五块、三明治、

度翩翩的老服务生们在这里熟练地

各种饼干点心、夹心糕点、冰淇淋、

穿梭来回，和来这里多年的老客人

咖啡、新鲜果汁和矿泉水，因此经

们开玩笑或熟悉的打招呼，他们是

常可以看到众多闺蜜团或者家庭在

对这个地方最熟悉的人，如果对菜

这里聚会，气氛融热闹。

延伸阅读：品尝上世纪的帝王甜品
喜欢甜食的朋友们不要忘了尝试阿根廷的
“帝王蛋糕”Torta Imperial，是由少许奶油、
杏仁、甜奶油酱和焦糖做成的蛋糕。此款甜
点是在上世纪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非常流行，

能把这蛋糕做得美味，但这家店里，可以品
尝到非常地道的帝王蛋糕哦。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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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昔日的美好年代
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之称“南美的小巴黎”算是实至名归，在街道的两旁随处可见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建
筑风格的楼房，而在这路线上所介绍的主要咖啡馆，都能找到类似三十年代末的“美好岁月” Belle Epoque 的风情。
空气里弥漫的咖啡香气中，也能嗅到昔日的纸醉金迷、喧哗热闹，以及那些才子佳人走过的黄金时代的气息。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主要区域
市中心往北方向、Corrientes 大道、阿巴斯多区（Abasto）
市中心以 Av. Corrientes 大道为北，这条被称为“不眠街“的大街是布宜诺
斯艾利斯的百老汇，两旁都是咖啡馆、饭店和剧院。Abasto 区是有名的商业
区，也是有名的移民区，在此做生意的中国人、奈及利亚人和犹太人尤其为多，
治安有点危险，一定要千万小心，并且不推荐步行。

主要交通工具
地铁：这条路完全沿着红色的 B 线地铁延伸，以布市的“城中心” （Centro）
作为出发点，沿着 Corrientes 大道往西北方向出发。Corrientes 大道可称为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百老汇街道，晚上在抵达方尖碑之前的两旁全是各种戏剧
院，也被本地人称为“不夜街”，走完之后可能正好是傍晚，可以乘地铁到
Uruguay 站，正好体验一下布市热闹的夜晚。
公车：Corrientes 大道的行车是往这条路线的出发点行驶的，所以并没有可
以直接抵达咖啡馆的公车。在这一带的公交也并不如第一条路线那般会沿着
大道直走，而是会绕来绕去，所以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不熟悉的旅客们还是
坐地铁或出租车较好。
出租车：要坐出租车的话，建议在和 Corrientes 平行的 Tucuman 街上面打车，
但是在过七九大道（Av. 9 de Julio）之前，车子前进会非常慢，最好是步行
到七九大道，再打车前往目的地。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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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ghton——英伦土豪风
开业时间：1908 年
风格：唐顿庄园咖啡馆

进 门 抬 头 一 看， 就 可 以 见 到 1925

店面在 1978 年因军政府风暴再次

值得一看的是被放在吧台上的铜质

年，还未放弃江山的爱德华八世来

关门，而在 2002 年由阿根廷著名

收银台，以及墙壁上贴着属于那个

访此地时，赠送给这个酒吧的威尔

的美食老板 Fermin Gonzalez 重新

时代的宣传海报。

士盾牌木雕。此店开业于 1908 年，

开张，值得一提的是，该老板手下

原本是上流社会定制衣服的地方，

的快餐连锁店“Paulin’s”是被称

其中一间给客人们量尺寸选衣料，

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好的三明治”，

而隔间则是供咖啡和点心让人休息

但他却一改往日的快餐风格，不仅

的等候间。1930 年时，因国家内部

保持了这家老店的风格，也高薪聘

60 比索起

战争、政治纠纷和经济风暴而破产

回了仅剩的几位大厨和服务员，并

www.thenewbrightonsrl.com.ar

关门，在 1978 年时又被一位西班

且把名字还原了当时人人皆知的高

五月广场、卡比尔朵宫、大主教堂

牙富豪重新购买，并且承诺会复还

档定制衣的店名：The Brighton。

其“黄金时期的英国风格”，此举

如今，一推开 Sarmiento 645 号的

得到其他上流社会圈子里的土豪们

古老咖啡馆的双门，就可以听到迷

的称赞和支持，许多人都捐出当初

人的爵士钢琴曲，衣冠楚楚的钢琴

店面关闭时拍卖的贵重家具，使它

师的指尖在琴键上流利划过，一恍

还原了最初的面貌。店面的第二个

惚仿佛是走进了 30 年代的英国伦

名字叫做 Clark’s II: Oyster Bar &

敦，浓郁的咖啡香味扑面而来，坐

Resto，以丰富的海鲜菜而扬名，最

下来好好欣赏四壁的高档木制家具，

以人均 100 比索起；而如果是下午去歇脚

有名的菜肴包括果子酱烤鸭、青椒

它们被擦得闪闪发亮散发着豪华的

喝咖啡的话，最好避开中饭高峰（13:00 ~

炖牡蛎、烤羊肉、薄荷酱炖龙虾以

气息，桌上的餐具一丝不苟地摆放

及很多一听就知道不菲的英国菜。

着，显示着英国人的严谨和讲究。

Sarmiento 645
B 线（Lavalle 站 ）、C 线（Diagonal
Norte 站）
周一至周六：09:00 ~ 打烊

延伸阅读：优雅如影随行
此店最热闹和火爆的时候是晚上，有出色的
钢琴师 live 演奏，伴着美味的晚餐和优雅的
气氛，但是推荐提前打电话预定，或者七到
八点左右前往占位，当然晚饭的价钱比较高，

14:00）从下午 15:00 ~ 17:00 点去。18:00
市中心的上班族下班了，一桌难求。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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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Ideal——民众“理想中的咖啡馆”
开业时间：1912 年
风格：盖茨比式纸醉金迷和衣香鬓影

开业于 1912 年的老店，两年前正
好满一百年纪念日；曾经与托尔托
尼咖啡馆、三色堇咖啡馆、还有已
经消失的风车咖啡馆并称为“布市
咖啡馆里的三剑客和达尔达尼央”
（D’Artagnan）。 店 面 的 外 观 非
常的金碧辉煌，大理石的墙壁上有
全以黄铜制成的吊灯以及金光闪闪
的大字：Confiteria la Ideal，直译
过来就是“理想中的咖啡馆”。据
说这是按照当年法国最豪华时髦的
装修风格而设计的，只是多了一份
拉美的狂烈和热情；里面有十根大
理石的石柱，桌椅自然都是索耐特
品牌家具，而在左侧还能看到依然
吱吱呀呀的上下移动着的老电梯。
店里的一物一品都在显摆着昔日的
辉煌，往后面走的话，可以见到有
个突出的阳台，那是“小姐们的包
厢”。在 50 年代末，女人们逐渐解
放时，这家店已经开始推出专业女
子的乐队表演了，她们身穿着单薄
的浅色连衣裙，就在突出的阳台里
演奏着探戈曲子、台下的观众们如
痴如醉、但她们奏完就走人，并不
谢幕或停留，有些女音乐家甚至面
带薄纱表演，因为良家妇女是不应

该抛头露面的，更不要说上台表演

音和热闹的气氛；而在一百多年后，

了。目前店面有两层，除了为咖啡

当你来到这家店时会发现，其实也

店之外，夜晚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没有多大的变化。

著 名 的 米 隆 加“Milonga”， 跳 探
戈的地方；喜欢跳探戈的人可以来
和舞蹈爱好者起舞，周一到周六也
有探戈教课，早上和下午都有课程，

Suipacha 384
B 线（Carlos Pellegrini 站）、C 线
（Diagonal Norte 站）、D 线（9 de Julio）
周一至周日：08:00 ~ 打烊

都在二楼的跳舞沙龙举行。咖啡店

人均 50 比索起

成为探戈沙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www. confiteriaideal.com

这家老店只是承继了自家传统的历

方尖碑、科隆大剧院、七九大道

史，早从 1920 年开始，富家子弟和
上流社会的人就来这里寻欢，与以
文学和理性的讨论之地“托尔托尼
咖啡馆”不同的是，这里是大家来
尽兴的地方；欧美的各种流行都从
这里流传过，在二楼的舞蹈沙龙里
曾有人跳过查尔斯顿舞、康康舞、

延伸阅读：咖啡后的探戈时光

探戈、踢踏舞、萨尔萨以及各种各

周一到周六，这个地方还会推出探戈课程，

样的交际舞蹈。来到如今的“理想

上午和下午都有课。费用非常便宜，从 50

咖啡店”里，其实很容易联想到昔

比索开始起跳，非常推荐。详细的时间表在

日在这里的烟雾缭绕、起伏的音乐、
欢笑着的金粉世家、推杯换盏的声

网站上，或者前往的朋友也可以向服务生咨
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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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 Colon——大剧院旁的小时光
开业时间：1913 年
风格：悠闲慵懒温和，适合发呆看窗外

贵宾包厢里的皮革沙发，都是这家
店的历史）；但它面对着 Lavalle 广
场，1890 年曾有工人在此起义；周
围也皆是重要的文化之地：以色列
大会堂、科隆大剧院、塞尔万特斯
剧院、高等学校 ILSE 以及阿根廷最
高法院。多年来，在这里发生的历
史事件无数，而“小小科隆”便是
目睹它们发生的最好见证人。时过
境迁，它仍然静静地在这里，等候
着每个推门而进的客人，来这里享
受时光沉淀的午后。
Libertad 505
B 线（Carlos Pellegrini 站 ）、C 线
(Diagonal Norte 站 )、D 线 (Tribunales)
周一至周日：09:00 ~ 00:00
40 比索起
www. elblogdelpetitcolon.com.ar
科隆大剧院

吱呀一声推开门，马上就可以感受

从科隆歌剧院刚刚完成排练的芭蕾

延伸阅读：来杯咖啡再看剧

到漂浮在这家店面里的静谧和温柔

舞蹈者来疲惫地喝杯咖啡休息，也

在旁边的科隆大剧院每 3~40 分钟都有导游

气 息。 建 立 于 1913 年 的“ 小 小 科

有可能是在附近乐器店上班的吉他

带领游览歌剧院，如果早到的话可以在这里

隆”咖啡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众多

手偷偷溜出来给女朋友打电话，或

的百年荣誉咖啡馆里，最能演绎阿

是在不远处的最高法院上班的律师

根廷人慵懒和小资性格的店面了。

在此等待客户……他们都会在这里停

在暖暖的午后，只要阳光好，店外

顿伫立，稍微慢下生活的节奏，品

面的街道上就会摆出咖啡馆的餐桌，

尝一杯香浓的咖啡。其实店面本身

上面铺上红白格子的桌布，中间摆

并无出色的地方，简单的红砖地板、

上小小的玻璃瓶，插着一朵淡黄雏

普通的浅淡木色桌椅、有繁复花纹

菊；春夏天时还会在吊灯两旁挂上

的墙纸……布置和装饰虽然雅典精

许多坠下的紫藤花盆，浪漫而清新；

致，但在众多豪华大气的咖啡馆里

这些沐浴着阳光的餐桌很快就会招

似乎立即被淹没了下去（当然，店

来客人；或许是在旁边著名的公立

里也有上了年龄的装饰：美丽的檀

学校 ILSE 的中学生前来复习功课、

木吧台，门外的铜质吊灯，还有在

喝一杯咖啡再进入；另外如果选择在外面用
餐的话，一定要小心身边的物品，在对面的
广场上的治安问题比较不好，时不时会有扒
手和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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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Gato Negro——来自东方的黑猫
开业时间：1927 年
风格：古老悠久的杂货店

故事是这样的，在上世纪的 20 年代

猫取名，在 1927 年开了这家“黑猫

买下了二楼，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

时，在菲律宾、新加坡和斯里兰卡

店”。最开始，店面专门售卖从亚

的“黑猫咖啡馆”。如今一进门，

居住了大半辈子的 Robredo 先生爱

洲进口的香料，深受家庭主妇们的

扑面而来的便是各种奇异香料混合

上了一位美丽的阿根廷女子，为了

喜爱，太太们为了购买稀有的香料

的浓厚气息，再来才能嗅到咖啡的

追随着他的爱情，他漂洋过海来到

而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店主也灵

香味。老旧的橱柜里，可以看到摆

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并且如他

光一闪，摆起了餐桌和座椅，趁机

着大大小小的罐子，前面有一张小

所愿地娶到了这位夫人。两人结婚

向等待的众人推荐同样来自亚洲的

纸条写着香料的名字，比如“印度 ·

之后，他便想要开一家小店糊口，

茶叶和点心，日子久了，两种生意

咖喱”、
“日本 · 芥末”、
“中国 · 山椒”、

于是便以和他坐船过来的一只小黑

都火爆兴隆，于是扩大了店面并且

等等；而除了来自亚洲国家的佐料，
也有很多是来自西班牙、秘鲁、意
大利、墨西哥、埃及等地方的。如
果想购买香料或佐料，年迈的服务
生会拿着小铲子将其装进塑料袋，
放在铁秤上量，再拿给你，价钱按
照重量而算。另外，店里也贩卖自
家精选的咖啡磨粉、咖啡豆和茶叶，
装在印有黑猫的咖啡铁罐里，非常
值得作为手信。
Av. Corrientes 1669
B 线（Uruguay 站）
周一：09:00 ~ 22:00；周二：09:00 ~
23:00；周三和周四：09:00 ~ 00:00；
周五和周六：09:00 ~ 02:00；周日：
09:00 ~ 23:00
40 比索起
www. elblogdelpetitcolon.com.ar
方尖碑、Corrientes 大道

延伸阅读：关于本店二楼
此店的第二楼比较没有气氛，不推荐去；而
店面也会时不时的推出礼品包，包括店里的
周边：咖啡杯，烟灰缸，杯垫、巧克力、茶
叶、咖啡豆，等。一般都会在柜台上面展出，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咨询一下，作为不错的手
信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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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Banderin——疯狂收藏家的爱好
开业时间：1929 年
风格：足球迷和旗帜控的圣地

1929 年，当 Riesco 先生准备把他
收藏了一辈子的众多足球俱乐部小
旗帜作为新开的咖啡店的主要装饰、
并且以它们取店名的时候，全家人
都觉得他疯了；但过了大半个世纪
之后，这家人的第三代继承者正在
思考着墙壁上还有什么空的地方可
以再挂上一面旗。”El Banderin”
的意思直译过来可解说为“持旗者”，
而这家店面的装饰真的如其名。位
于 Billinghurst 和 Guardia Vieja 的
交叉点上的咖啡馆其实非常不起眼，
白色的墙壁和深绿色的门，只有门
窗 上 用“Fileteado Porteno”（ 港
口人的彩绘）绘画出来的店名是唯
一的点缀。但你一进去肯定会被密
密麻麻贴满墙壁和柜台的小旗帜震
慑到，它们全都是足球俱乐部的旗
帜，有欧洲的、亚洲的、澳大利亚的、
美国的、南美洲的、但最多的还是
阿根廷本地的。其中的“镇店之宝”
是一面由一位已故的老顾客亲手编

来过这里，有一天我在擦啤酒杯子，

Guardia Vieja 3601 （Guardia Vieja

织的河床队旗帜；店主马里奥是河

一抬头就看到他站在吧台旁边看墙

和 Billinghurst）

床队的死忠球迷，对这面小旗子有

上的旗子。那一刻我差点就晕倒，

B 线（Carlos Gardel 站）

很深的感情：“我父亲掌店的时候，

简直是太惊喜了！当然他那天吃了

周一至周五：09:00 ~ 23:00；周六：

这位客人就经常来，他是看着我和

免费餐，虽然他坚持要付钱，但我

我的兄弟姐妹们长大的。他的遗嘱

没敢要，他对我来说是个英雄，你

里面有叮咛让家人们送我们小店这

不能让你的偶像付钱。”马里奥慎

面旗子真的让我很惊讶，也很感动，

重地说道。看球赛时，最好的选择

我能想象这个地方对他的意义，毕

是吃一顿 Picada（下酒小菜），旗

竟他每天都会过来坐坐，这里曾占

帜店的咖啡虽然很美味，但是小菜

过他生命里很长的时间。”他抚摸

更加丰富。阿根廷人的下酒小菜一

着旗帜说道。对于周围的邻居们来

般都是配冰啤酒，老板会呈上一块

说，这个地方除了是咖啡馆也是看

厚木板，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腌

球赛的好地点，“Daniel Pasarella

奶酪、火腿块、腊香肠、酸辣橄榄、

一代，除非是住在周围否则根本就不知道

（著名阿根廷球员，在 1978 年阿根

辣香肠以及面包；大口喝酒，吃着

这个地方的存在。店里比较小，作者去的

廷获得冠军的时候是国家队队长、

这些咸酸辣的小菜，看着激动的球

也是河床队的前俱乐部部长）也有

赛，绝对是极度满足的享受。

09:00 ~ 02:00；周日：11:00 ~ 21:00
30 比索起
www. elblogdelpetitcolon.com.ar
Abasto 百货公司

延伸阅读：隐秘的存在
因为地方隐秘，所以此店对布宜诺斯艾利
斯的居民而言还算是陌生，特别是年轻的

时候就只有五张桌 = = 所以尽量避免下午
17:00~18:00 的时候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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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上流社会的品味
如果前两条路线的“唐顿庄园式”、“欧洲英伦式”、还有“美国盖茨比式”的咖啡馆都还没有满足你高大上的品味，
那这条路线的安排一定能够让你充分感觉到贵族风范。从全城最文艺的“咖啡和书吧”，典雅无比精致无双的阿尔维
亚大酒店、国家美术馆的高档小资文艺咖啡店，到在最美丽的 Libertador 大街上、由教堂废墟改建成露天咖啡馆的店
面，都会让你感到足够文人和土豪的范儿。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主要区域
巴勒莫区（Palermo）、雷考利达区（Recoleta）、
贝尔格拉诺（Belgrano 区）
巴勒莫区和贝尔格拉诺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环境较好的住宅区，绿化和治安
都非常好，可以放心步行完成。而雷考利达从 18 世纪开始便是富人区和大使
馆区，是除了新港口之外全城最好的区域。其中除了百年荣誉咖啡馆之外，
还有很多小资咖啡馆给予旅客选择。

主要交通工具
地铁：这条路线大部分都沿着绿色 D 线延伸，但其实也可以步行完成，当然
一定要有好体力。不过该路线包括的市区是全城最安全和高级的，因此环境
非常优美，值得慢慢走慢慢欣赏。
公车：19、39、15、12、17、93、92 路是完成该路线的主要公交。在这部
分的市区地带它们都走一样的路程： Callao、Santa Fe 和 Cordoba 这三条
大道环绕着这几家咖啡馆，所以只要找到这三条大道，就可以看到街旁边的
公车路牌。
出租车：很多咖啡馆彼此距离都非常近，特别是中间的 La Biela 和 Modena
Design，只有不到十条街的路程。如果要选择打车前行的话，建议大家在
以上提到的三条大街上打，路会比较顺，并且便宜很多。另外也可以选择在
Libertador 大道上乘车，一路上基本无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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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ica y Moderna——布市最文艺
开业时间：1916 年
风格：文艺青年书籍爱好者爵士达人

此咖啡馆是作者读大学时最爱去的地

Minelli 曾经在这里登台献唱、西班

Callao 892

方，在这周围也正好是布市经济大学、

牙著名的情歌歌手 Joaquin Sabina

D 线（Callao 站）

医学大学、社会大学的所在处，因此

也曾发言说他每次来布宜诺斯艾利

周一至周五：09:00 ~ 23:00；周六和

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理性和知识气

斯演唱，都一定要来这里坐坐。这

周日：11:00 ~ 02:00

氛，而在此地的客人也大部分都是学

里除了是来到布市的文学爱好者的

生。想必在 1916 年，来自西班牙的

必逛之处，也深受许多外国人的喜

Poblet 先生在此开了全布市第一家

爱和青睐，因为其风格与纽约的一

“书吧”的时候，或许他远在彼时就

些文艺沙龙非常相似，不定期举办

知道这个地方会布满大学了吧。店里

艺术画廊、文学讲座、歌手表演、

的装潢采取了现代乡村风格，现在看

和爵士音乐品赏。在午后的阳光下，

起来流行而现代化，但其实早在 60

坐在这里品尝一杯咖啡，凝视有着

年代的时候，店面就是这样的面貌了。

斑驳金光的墙上的黑白照片，听钢

这个市内设计的装修是在 50 年代末

琴家弹奏一首 George Gerwish 的

因为周围都是大学，所以这一地带都是书店，

采取的大型整顿和修理出来的效果，

“蓝色狂想曲”、抬起头来看一下

沿着 Callao 大道往南走到 Corrientes 大道

为了加强墙壁的干旱性而保证书籍并

美国诗人 Lawrence Ferlinghetti 贴

不受潮湿的影响，虽然现在大受年轻

在墙上的诗《幸福的秘诀》：“一

人们的喜爱，但很可惜没有保持最原

条绿色盛开的林荫大道、一家有露

号（www.notorious.com.ar） 每 个 周 五 晚

始的样子，当然，这丝毫并不影响它

天桌椅的咖啡馆、盛在小杯子里浓

上都会有 Live 的爵士乐表演，而在店里的

的好生意。

厚黑咖啡、一个不必很帅或很美丽，

每张桌上都设有耳机和电脑，客人可以边喝

店面的前部分是咖啡馆，有舞台和钢

但是爱你的男人或女人、还有晴朗

琴，奥斯卡获奖者及著名歌手 Liza

的一天。”

60 比索起
www.clasicaymoderna.com
雅典豪华大书店

延伸阅读：书店区的咖啡香

的话，就会遇到“书店区”，两旁全都是书店。
而在这家店附近也有一家爵士爱好者的咖啡
馆， 叫 做 NOTORIOUS， 位 于 Callao 966

咖啡边听自己选择的唱片，当然里面有许多
珍藏和绝版音乐的收藏，所以经常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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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vear Palace Café——金碧辉煌的大酒店
开业时间：1928 年
风格：真正的南美巴黎豪华下午茶

说到这家咖啡馆，就不得不介绍阿

品就是在阿尔维亚宫的那夜晚餐上

尔 维 亚 宫 大 酒 店（Alvear Palace

的疯狂。”收到这信之后古根海姆

Hotel），它建于 1920 年，由当时

基金团便再也没有向他要钱，而这

布市的商业富翁 Rafael de Miero 亲

封信如今也展示在古根海姆博物馆

自策划，在法国待了许久的 Miero

及阿尔维亚宫大酒店的历史展厅里。

先生以巴黎的“黄金时代”作为蓝

如今这家咖啡厅里仍然弥漫着文艺

图，该大楼的旨意是“把巴黎最美

而奢华的气息，进入这里要遵守酒

在各自的领域发展。在长长的获奖名单里，

好的、最贵的、最精致的、最独一

店的衣着要求：任何人必须正装入

不少诺贝尔奖、普利策奖的获得者都曾经获

无二的浪漫风格带到家乡来”；其

室。历时的珍贵威士忌收藏酒都放

中室内的咖啡厅比酒店开业还早，

在吧台后的酒柜里、这里的啤酒和

早在 1928 年，就为那些想先目睹这

鸡尾酒都是上等的，当然也有精选

还未营业的富丽堂皇的大酒店而一

的咖啡，是每周从巴西、哥伦比亚

掷千金的土豪们打开了大门。

和委内瑞拉直飞到此的进口豆。想

说 到 这 里 还 有 一 个 有 趣 的 故 事，

要品尝法国洛可可式的下午茶的女

1964 年，阿根廷著名艺术家 Juan

士们可以选择到旁边的 L’Orangerie

Manuel Peralta Ramos 用他刚刚得

茶厅里去享受最精致的美味甜食，

到的古根海姆基金请了他的所有好

但这里，仍然是绅士们的天下。

友在这里开了一个疯狂而奢侈的派
对，一夜之间花完了从基金得到的
所有钱。这让古根海姆基金团非常
不满，并向他索要之前给予的奖学
金；而这位年轻不羁的艺术家回了

Callao 892
17、93、92
周一至周日：09:00~20:00（非酒店居
住者），在酒店居住的旅客可随时前往
人均 300 比索起

一封信：“你们给了我这笔财富，希

www.alvearpalace.com

望我用它去做艺术，而我最好的作

Alvear 大道

延伸阅读：古根海姆奖学金
古根海姆奖学金，是美国富可敌国的古根海
姆家族在 1925 年设立的基金会颁发的，获
奖者为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艺术工作者、
艺术家。基金会颁发奖金的目的是支持他们

得过该奖金的赞助。

Tips 小贴士
位于旁边的 L’Orangerie 茶厅采取法国洛可可式
的风格，非常适合女性朋友们前来享受茶点，人均
200 比索起，但点心非常丰富，虽然价钱较贵，
但真的值得。另外给男士们在酒店的左翼也设有
Cigar Bar，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精选雪茄让绅士
们享受。当然，这两间另外的咖啡厅若是非酒店居
住者，都是需要在网上先预订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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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Biela——咖啡超越所有不平等
开业时间：1850 年
风格：贵族乡村度假风

离这享有绿荫围绕、蔚蓝天空和明

签名，竖立在角落的小柜子也展现

人们。”而到了今天这一切也没变，

媚阳光的悠闲咖啡馆的不远处，就

着各式各样的汽车模型，而如今此

在不久之前，“我们和一些来不及

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贵族墓园，该

店也经常举办老爷车的展示会。

回旅店的德国客人们看了一场非常

地免费给众多游人们参观各式各样

但除了因赛车手慕名而来之外，还

精彩的世界杯决赛。
“ 年迈的银发

“死了都烧钱“的富豪们的最后归

有许多原因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

服务生在端上一杯香味弥漫的卡布

宿、从前阿根廷第一夫人艾娃 · 贝

民喜欢时常来到这个地方，那就是

奇诺时，微笑地告诉我。

隆到各式各样的国家英雄（很凑巧

它的气氛。或许是阳光足够、或许

都是富二代）、以及众多在阿根廷

是这家店的老服务生们亲切的态

历史书上会出现的人们的墓碑别墅

度，但只要到了周末此地绝对是客

都一一展现在众人眼前。很奇怪的

满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咖啡馆

是，却有一家生意兴隆而绵延不绝

记 忆 录》 里， 描 写 这 个 地 方 是 唯

的 咖 啡 馆 在 不 远 处 开 着， 而 一 开

一一个“那些和时代思想不同的政

www.labiela.com

就 是 150 年， 生 气 勃 勃， 相 当 欢

治家、哲学家、作者和艺术家、或

里考利达贵族墓园、法国小广场、法律

乐。La Biela 是指一种修车的螺丝

者走在时代前卫的捍卫者们能够找

大学、巨大铁花、国家美术博物馆

刀， 该 名 字 的 由 来 要 拜 谢 在 20、

到不被鄙夷或禁口的地方；这家咖

30、40 年代一直流连在此的各种

啡馆迎接过各式各样的人：逃离家

爱 赛 车 的 富 家 子 弟 们。 如 今 咖 啡

庭的富家小姐、流行文化的怪异画

馆 的 门 前 就 竖 立 着 阿 根 廷 五 届 F1

家、思想极端的政治家、潦倒破产

赛车年度冠军以及此店常客 Juan

的前富豪、一夜致富的暴发户……

Manuel Fangio（ 范 吉 奥 ） 的 雕

以及无数的外国人，哪怕是在和英

像，室内的墙壁上也展示着许多赛

国为了马岛而战的期间，服务生们

车手在店里的留影或者他们赠送的

也面带微笑地迎接推门而进的英国

Av. Quintana 600
10, 17, 37, 59, 60, 61, 62, 67, 92, 93,
95, 101, 102, 108, 110, 124, 130
周一到周日 08:00~00:00
人均 30 比索起

Tips 小贴士
仲夏夜来这里喝一杯冰啤酒是世间一大美事—如
果能找到空位的话。

延伸阅读：最伟大的赛车手
胡 安 • 曼 努 埃 尔 • 范 吉 奥（Juan Manuel
Fangio ，1911 - 1995)，

外

号 "El

Maestro" （西班牙语：大师）是阿根廷历
史上最出色的方程式赛车手，他是 F1 第一
个十年的主导冠军，曾连续五次夺冠，而此
记录也直到 2002 年才被舒马赫打破；他被
视为世上最伟大的 F1 赛车手之一，同时也
保持着 F1 最高的胜利记录——在他参赛的
52 场大奖赛中，他赢得了 24 场，为 46%
的胜率。
他曾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曾遭卡斯特罗叛
军绑架的经历与声名显赫的赛车成就，让胡
安 • 曼努埃尔 • 范吉奥的一生与他所在时代
的男人们一样，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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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na Design——艺术之吧
开业时间：1895 年
风格：美术小资前卫风

来到这家咖啡馆时，作者和小伙伴

客人们都是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我

分的客人都细声细语或安静地聆听

们都惊呆了。百年荣誉咖啡馆的气

们必须要时时推出新的风格才能吸

音乐。现在响着的是 Ella Fitzgerald

息呢？浓重的旧气氛呢？年迈的服

引他们的注意力。之前还好，这里

和 Louis Armstrong 合唱的《维尔

务生呢？华丽的铜质吊灯呢？眼前

是马莎拉蒂和法拉利在布宜诺斯艾

蒙特的月光》，浓香的焦糖玛奇朵

是一个以简约风格来装潢的咖啡馆，

利斯的展览厅，有超级车子来吸引

加一份酸甜的柠檬派，还有窗外偶

有玻璃的吧台、长颈的花瓶、铁质

客人，但现在两个品牌都离开阿根

尔落下的枯叶，”其实这样也挺好

的高脚椅、年轻的美女帅哥服务生，

廷了，我们只好改走艺术风。”放

的。”朋友这样说道。

端 在 手 上 的 点 心 是 Gourmet 式 的

眼看去，来此地的客人果真都是文

糕点，小的一口就吃下去了还填不

艺人，年轻人居多，有些拿着绘画

饱肚子，完全没有百年荣誉咖啡馆

本在此涂鸦，有些拿着油画教材看

的气息。“但真的开了很长时间了

着在旁边博物馆展现的作品，再一

啊。”甜美的吧台小妹告诉我们，

小部分是逛完美术博物馆的旅客们，

“博物馆开了多久，咖啡馆就开了

他们和我们一样，呆呆地望着窗外。

www.mnba.gob.ar （国家美术博物馆）

多久啊。”她指着旁边的国家美术

说实在的，此地风景极好，宽敞的

里考利达贵族墓园、法国小广场、法律

博物馆，其实严格来说，咖啡馆就

落地窗外是干净的 Libertador 大道，

大学、巨大铁花、国家美术博物馆

是在馆内，因为两栋楼在 80 年代

“在春夏时，可以看到满地的蓝花

时合并起来了。“咖啡馆必须赶上

楹。”吧台小妹指着两旁的树木，

艺术的潮流。”吧台小妹看起来也

“像是铺盖了一层紫色的地毯一样，

是艺术学生，“1968 年在这里举行

非常美丽，出去还可以闻到淡淡的

了从纽约搬来的《高更画展》，因

花香。”对面是现代艺术家 Martha

为非常轰动，整个博物馆连带着这

Minujin 为小朋友们特别建造的公

里都改成了高更油画的风格；去年

园，充满了童趣的雕像，还有对面

以在七九大道、Libertador 大道和许多其他

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来这里推出个

宏壮雄伟的法律大学，以及不远处，

地方看到很繁荣的蓝花楹盛开，其花瓣的颜

人展的时候，我们也戴上了她的斑

在落日时分会盛开的巨大铁花。店

点。”她认真地说道：“来这里的

里播放的爵士乐选得非常好，大部

Av. Del Libertador 1473
10, 17, 37, 41, 59, 118, 124, 130 等
周二至周五：12:30~20:30 / 周六及周
日：09:30~20:30
人均 30 比索起

延伸阅读：盛开的蓝花楹
蓝花楹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能看到的花，
基本上全城的绿化都采取了在街道两旁种植
这样的树，如果 10~12 月来到布市的话，可

色是淡紫，小而精致，开的时候像是一朵朵
漂浮在城市中的紫霞，景色非常浪漫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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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sci——祈祷声成了欢笑
开业时间：1932 年（其实不详，也有资料说是 1938 年）
风格：教堂废墟成咖啡馆

剩的四扇拱门，风格是巴洛克式，
上面仍保存着精美华丽的浮雕；教
堂的形状是圆形的，对建筑稍微有
研究的朋友们可以看出这是按照梵
蒂冈的轮廓所画出的蓝图。1870 年
曾有火车在这附近经过，当时阿根
廷的总统萨尔米安多经过时曾说：
“我仿佛听到了来自圣彼得广场的
钟声。”当然，如今早已不复当时
的辉煌了，但人们的笑声和欢乐还
在，他们喝着这家店的拿手招牌带
酒的咖啡。其中以爱尔兰式为首，
其次是 Calipso 咖啡：咖啡、添万利、
奶油和锡兰肉桂；布市港口式咖啡：
咖啡、牛奶酱酒、巧克力皮屑；拿
破仑式咖啡：咖啡、干邑白兰地、
奶油和锡兰肉桂。还有各种各样的
冰咖啡，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由咖
啡、冰淇淋和奶油调制而成的维也
纳式。如果来这边，就好好享受吧。
Vuelta de Obligado 2072
D 线（Juramento 站）
周一至周四：09:00~23:00 ; 周五周六：
10:00~02:00 ； 周日：11:00~22:00
40 比索起
www.facebook.com/capiscibistrot

如果不仔细观察这家咖啡馆四扇大

里，只能做最外表的维护和装修。

拱门上的石砖斑驳痕迹的话，一定

他指着里面的墙壁说：”其他要市

难以想象这个常年被阳光普照的欢

政府派人来看，太贵又太麻烦，我

乐地方曾经是肃静严谨的教堂，而

们巴不得他们来负责这件事情。“他

且还是位于布市最北部的 Belgrano

呈上准备好的咖啡，”所以大部分

区最古老的建筑。“整个 Belgrano

的桌子都在外面，风景好，也无危险。

延伸阅读：女仆故事

都是以她为中心开始建立起来的。”

你要到外面去喝吗？“当然要到外

添万利，在西文叫做 Tia Maria，直译为马

掌柜 Pablo 对我们说，顺便帮我准

面去喝，来这里坐一坐的话，唯一

利亚姑姑，因传说在 18 世纪有个年轻的西

备着一杯店里的拿手热饮：爱尔兰

能够欣赏到这旧老但仍然顽固在此

咖 啡。1 月 23 日，1865 年， 第 一

的教堂的地方就是里面了，我点点

块地基石被放在这里，现在应该还

头，自己端着咖啡出去找了张桌子。

名。此酒是来自牙买加的咖啡力娇酒同当地

保存在最下面。30 年前，现在的老

外面风景极好，四处有浓绿的树荫，

的咖啡豆酿制、添加香草、汤和甘蔗发酵的

板买下店的时候不敢动它，或许说，

阳光普照，很容易想象春夏的季节

酒精而制成的酒。在南美洲经常被配在咖啡

他根本就没权利动它。每年维修这

这里是如何热闹。仔细观看教堂仅

中国城

班牙富家小姐在战争年代逃离家园，身边的
女仆随身带了她的家族世代相传的酒配方而
让其得以保存下来，为了感激她，故而取其

里，味道甜香醇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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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的咖啡小时光
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们一定也在寻找着这座城市别致的拉美风情，而在古老的 San Telmo 区里，你一定能够找
到最精髓的港口城市的热闹、拥挤还有悠闲心情。在周末这里会变成手工集市，街道两旁有贩卖各种五彩缤纷的手工
艺术品的小贩们。舞者在街头翩翩跳起探戈，而在任何一间咖啡馆里一定坐满了人，不为什么，只是因为这一天实在
太适合喝咖啡了。因为深受国际旅客的欢迎，San Telmo 区里的大多百年咖啡馆到了晚上都会变成酒吧，所以如果白
天的日程来不及，不妨到晚上来享受一下浪漫的风情。
——去哪儿网聪明旅行家 Ashe

主要区域
San Telmo 古董区
除了港口边的博卡区，San Telmo 算是最有阿根廷风情的小区了，来这条路
线一定要选择在周末来才能欣赏到热闹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摊位。小区其实
也就只有十条马路，但会因为人山人海而挤得水泄不通。若是来到这里，除
了做好被挤的准备之外，也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物品小心扒手哦。

主要交通工具
步行：这几家咖啡馆全都聚集在阿根廷的古董区 San Telmo，因此并不需要
任何交通工具，只需要一双能够在石砖路上舒适行走的鞋子，一颗放松的心
和美丽而晴朗的一天。
古董区在周末会成为手工地摊街，基本上是泄水不通，而 Dorrego 古董广
场也是摆出来的摊位比较多，在周末来的话最能感到热闹的气氛和看到和买
到最多纪念品，但是一定要小心随身物品，千万不要显富。另外如果想要避
开人群而去比较悠闲的咖啡馆去坐坐的话，Bar Sur 是最好的选择，Plaza
Dorrego Cafe 必定客满，El Federal 较远，想要离开古董区清静一下的旅客
们可以前往，而 Bar Seddon 正好在古董区最可爱的地方，面对胖女孩玛法
尔达的雕像的街角。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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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El Federal——姜还是老的辣
开业时间：1864 年
风格：全城最佳咖啡 & 最佳啤酒之所在

都以彩色的玻璃装饰，是 30 年代末

Peru y Carlos Calvo

的 Art Noveau 风 格； 酒 柜 里 摆 着

Ｅ线（Bolivar 站）

很多漂亮的 Vintage 酒瓶，这个地

周一至周日：08:00 ~ 打烊

方一到晚上就和其他位于古董区的

50 比索起

咖啡馆一样，变成了充满外国年轻
人的酒吧。
“这里的下午茶最好吃。”
英俊的德国小伙子告诉我，他在旁

www.barelfederal.com.ar
光 芒 巷 子、 古 董 区、Dorrego 广 场、
San Telmo 地下古董区

边的 Hostel 居住了半年，赖在阿根
廷不想走。“但是不是那种你们女人
喜欢的欧洲式可爱糕点，而是各种
各样的三明治、烤牛肉馍、炸大饺子、
还有下酒菜。我喜欢在这里看着街
道上的人走来走去，很有穿越的感
觉，一恍惚就像回到了 30 年代。”
听街坊邻居们说，这家咖啡馆最初
是龙蛇混乱的妓院和酒吧，里面大
多的客人不是卸货的工人就是才下
船的水手，当然也有一些刚刚漂洋

他指着墙壁上那些年代久远的黑白
照片嘻嘻笑着：“布宜诺斯艾利斯
是个怀旧的城市，这些咖啡馆总是
停留在岁月中不愿意前进。”

店里很自然而然就提供了某种特殊
的服务。为了满足彪悍的男客人们
的大胃口，店面进了许多大桶的啤

阿根廷是在 1936 年才下令关闭妓院的，于
是许多地方不是关闭就是转移成酒吧或舞厅
or 夜店，El Federal 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因

过海而来的新移民，有各式各样的
男人，就有各种姿态的女人，于是

延伸阅读：从妓院到咖啡馆

为它家的啤酒和咖啡非常好喝，于是直接转

Tips 小贴士
咖啡馆门前有个红色的投信邮箱，是非常适合拍照

成了咖啡馆。随着岁月的发展则是加了很不
错的下酒小菜和下午茶点，而现在会一直开
到晚上并且给予一份非常不错而丰富的菜单。

的好地方。

酒，从欧洲或亚洲运来的咖啡，还
有各种各样的美女；除了最后一件，
前面两样都保持到现在，“这里的
啤酒和咖啡的制造步骤都是由人监
督着一步步手工完成的。”掌柜的
胖老先生骄傲地告诉我，咖啡烘焙
用手工完成的话我还可以理解，但
是啤酒是如何制造的？我不禁好奇
地问道。“这个是机密，我不能告
诉你。比可口可乐的制造还要神秘
的商业机密。”老先生调皮地对我
眨了眨眼，随后亲自走去招呼了刚
刚进门的两位看起来是常客的夫妇。
吧台的椅子非常舒适，抬头正好可
以看到台上美丽的拱形木雕，两边
Qunar 骆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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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Sur——最有风情的《春光乍泄》
开业时间：1967 年
风格：朦胧昏暗，温柔而颓废，怀旧而温馨

伯特、
还有各种作家和艺术家的签名。
夕阳西下的时候，店里的灯就开始慢
慢关掉了，服务生会在各处开始点起
小蜡烛，整个店里就沉浸在浪漫又忧
郁的环境里，到晚上八点钟时，有音
乐家拖着大提琴、风琴、钢琴和小提
琴在店里的角落开始演奏探戈，一对
靓丽的探戈舞者跳舞，渐渐也有许多
客人加入他们，其中不乏中国游客的
身影，有些是为了跳舞而来，有些是
《春光乍泄》和哥哥的铁杆影迷，而
有些，则是与我一样，只是来欣赏这
份美丽的风情。
Estados Unidos 299

“在阿根廷不容易找工作，跟他分

点燃了一根烟的张国荣转身往后看

手后我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

的时候，窗口的风景已是一片模糊，

一所探戈酒吧当接待，每夜也有几

谁都看不见谁的身影。这就是在《春

个台湾客人。”这是梁朝伟在《春

光乍泄》里出现的 Bar Sur。在王家

光乍泄》里面的独白，语气充满无

卫的拍摄下，它的风情被完美展现

奈和惆怅。在王家卫的镜头里，Bar

出来。建筑在 1910 年的老楼房里，

Sur 显得非常朦胧和灰暗，风琴的

Bar Sur 其实在 60 年代才开业，当

音乐低低地响着，缓慢缠绵而似鸣

时阿根廷的旅游业初露尖角，但这

似泣，梁朝伟站在店的门口，看到

里的老板就已经动了“以探戈吸引

了张国荣和几个男人亲热地从轿车

国际游客“的念头了，因此这家店

上下来，对他视而不见进入咖啡馆。

便白天为咖啡馆，夜晚为酒店而装

里面响起了欢乐的探戈曲子，得体

饰成如今这种有点漫不经心、凌乱

的台湾和香港客人们欣赏着激情纠

杂旧而慵懒的风格。柜台上放着古

缠的探戈，张国荣和英俊的外国男

老的电话、铜质的收银台、有一串

子亲热地相拥接吻，而梁朝伟则站

珍珠项链挂在啤酒机上；墙壁上挂

在夜晚的风中默默地抽烟。探戈的

着复古式海报，《春光乍泄》的海

音乐越来越高亢，梁朝伟小心翼翼

报也在，上面梁朝伟和张国荣相拥

地从玻璃窗上印着 Bar Sur 的彩字

而靠在墙上，下面写着：“Pelicula:

之间往里面眺望失去的情人。后来

HAPPY TOGETHER；Director :

表演终于结束，张国荣和伙伴们兴

WONG KAR-WAI”
；照片已经泛黄，

高采烈走了出来，在对面的街头大

色彩也已经偏向 Lomo 风格了；还

口吃着三明治的梁朝伟来到了张国

有其他大腕明星来店里的照片，其

荣坐的车子后面，无声地看着车子

中有早期 007 的演员西恩·考奈里、

里面的他。车子开动往前驶去，当

歌星丽萨·米耐里、演员克里斯托弗·兰

E 线（Bolivar 站）
周一至周四：09:00 ~ 23:00 ; 周五周六：
10:00 ~ 打烊 ； 周日：09:00 ~ 22:00
30 比索起
www.bar-sur.com.ar
光 芒 巷 子、 古 董 区、Dorrego 广 场、
San Telmo 地下古董区

延伸阅读：探戈秀
Bar Sur 现在被老板的儿子掌柜并且管理，
晚上的探戈秀仍然在推出中，只是要事先预
订，但周末下午有时候只推出咖啡和酒水，
并没有点心。另外《春光乍泄》的海报在楼
梯上的左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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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Dorrego——俯瞰古董区最佳点
开业时间：1946 年
风格：沉淀于美丽的古董广场

来 到 San Telmo 就 一 定 要 来
Dorrego 古董广场、而来到广场就
不能不去它斜对面的咖啡馆。很多
大明星都应该听过这句话，因为墙
壁上的照片里有 Robert de Niro、
Eric Clapton、Robert Duval 在 此
喝咖啡看街景的留影。这家开业于
1889 年的店内曾有过的最伟大最辉
煌的相遇是 70 年代时两大文豪的
合 影： 埃 内 斯 托· 萨 巴 托（Ernesto
Sabato）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在这里喝咖
啡并且讨论人生哲学与政治，在黑
白照片上，两人都喝了杯高尔多咖
啡，埃内斯托正皱眉而认真聆听，
博尔赫斯则是在缓缓地漫谈。这张
照片是此馆的骄傲，似乎再有名气
的好莱坞明星都要被这两大文豪比
下去。
此店的装潢什么的都不足一提，进
来这里没有人会认真打量，因为它
窗外的风景太好了，如果有幸找到
一张临窗的桌子，不用二想，赶紧
坐下来，点一杯店里拿手的“潜水
艇”Submarino，让热腾腾的巧克
力伴随你打量外面来往的旅客和摆
满古董的广场。对面的摊位上摆着
五彩缤纷的玻璃瓶、水晶杯、门环、
钥匙、把手、西洋餐具银盘、中国
瓷器古董、还有卖艺的探戈舞者和

Defensa y Dorrego
E 线（Bolivar 站）
周一至周四：09:00~22:00 ; 周五周六：
10:00~ 打烊； 周日：09:00~22:00

Plaza Dorrego 的桌子在周末的时候基本

30 比索起

上是没有的，客人太多而且一批批到，作

光 芒 巷 子、 古 董 区、Dorrego 广 场、
San Telmo 地下古董区

在广场中跳舞的老情侣们，街道中

的人来人往之间，能够好好享受片

者去的时候都有人在外面排队等待坐下。
选择坐在外面路旁边的桌子也有很棒的视
野和景色，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更加直接
地感受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自在与慵懒，

卖艺的吉他歌手，开心地四处逛着
的旅客。而在这咖啡馆里，于热闹

延伸阅读：路旁的享受

他们或结伴耳语，或匆匆而过，或者在路

Tips 小贴士

边发呆，所有你看到的，都是布市最真实
的一面。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小心

刻的休息和安静，实在是太珍贵而

要去坐坐的话，最好是去二楼的阳台上，虽然可能

随身物品，手机相机之类一定要放进背包

美好的回忆了。

会错过咖啡馆里的各种美好与场木面，但是可以看

里，不要放在桌子上。

到最好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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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Seddon——历史和新潮并和
开业时间：1922 年
风格：单身旅者的最佳选择

Bar Seddon 的 风 格 更 加 适 合 年 轻

调的酒吧“发展着。“晚上倒是很

人， 店 里 放 着 的 是 80，90 年 代 的

热闹，外国旅客，尤其是美国人都

流行音乐，我进去的时候正好在放

喜欢来这里喝酒。不过这样也不错，

Cardigans 乐队的 Love Fool；室内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百年咖啡馆多得

垂着从天花板而坠的镂花吊灯，墙

是，像我们这种把老店和新概念融

壁上挂着停驻在下午 15:20 分的古

和在一起的却根本没有。”店里的

老旧钟，有两座巴洛克式的女神雕

气氛果然如此，虽然历史悠久，但

像放在咖啡馆的中间，也有各式各

仍然生机勃勃。

样的艺术雕像不经心地放在四处，
柜台上有两柱已融化的蜡日烛并排
在一起的蜡台，水管子沿着乡村式
的石砖墙壁外伸展，看起来很像年
轻美术家的工作室而非咖啡馆。年

Defensa 695
E 线（Bolivar 站）
周一至周五：09:00 ~ 23:00 ; 周六周日：
10:00 ~ 打烊
40 比索起

轻的服务生来来往往，而大多客人

www.barseddon.com.ar

则都是外国来的背包客或留学生，

光 芒 巷 子、 古 董 区、Dorrego 广 场、

毫无百年咖啡馆的气息，反而如一

San Telmo 地下古董区

家刚开门不久的酒吧。和吧台的调
酒师聊起来才知道，这家店的老主

Bar Seddon 的第二楼并不开放，可能是因

Tips 小贴士

人在 2002 年去世，店面由他的女儿
掌握，虽然保留了所有旧老的物品
和装饰，却一转风格，往“小资情

延伸阅读：靠窗的风景

建议年轻朋友们在晚上去，特别是夏天的夜晚，咖
啡馆会营业到很晚，并且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为建筑太老太旧了，有垮下来的危险。另外
最好选择靠窗的桌子，可以看到对面彩色缤
纷的摊位和坐在街角的小凳子上的胖女孩玛
法尔达。

非常适合去寻找美丽的邂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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