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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排行榜 

• 巴塞罗那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九个被选入为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的建筑

物的城市。它们分别是：石头宫、奎尔公园、奎尔宫、加泰罗尼亚音

乐宫、圣克劳和圣保罗医院、圣家堂、巴特约宫、文生之家和奎尔纺

织村的地下教堂。  

• 根据国际会议协会 (ICCA) 的统计数据指出，巴塞罗那是世界上组织国

际大型会议第三大的城市。国际协会联盟 (UIA) 统计数据也指出，巴

塞罗那是世界第六大会议旅游目的地。  

• 根据英国邮轮杂志 DreamWorld Cruise Destination 杂志统计，巴塞罗那

拥有欧洲最大的邮轮港口,在全世界排名第四，拥有大约 2.000.000 人

的邮轮观光客。 

• 根据 The Daily Telegraph的统计， 巴塞罗那是 2003 年世界最优秀的旅

游城市。  

• 根据 British Travel Awards的统计，巴塞罗那被评出 2006 和 2007 年度

城市休闲度假的最佳城市。  

• 2004 年度巴塞罗那被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旅行专题读者评为西班

牙最佳城市。  

• 2002 年度巴塞罗那被评为美食佳肴城市，是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非法

国城市。  

• 巴塞罗那为 2004 - 2016 年世界最主要的会议展览会 EIBTM (欧洲会

议与奖励旅游展览会) 的举办城市。  

• 根据英国航空公司的统计，巴塞罗那是最受英国人欢迎的短期旅游目的

地。  

•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外国旅客信用卡消费最多的城市（占总额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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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之都地中海之都地中海之都地中海之都    

 

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享有地理优势的巴塞罗那依山傍海，自两千年前，即扮演

着地中海大都市地中海大都市地中海大都市地中海大都市的角色。她不仅是加泰罗尼亚的首府，也是西班牙悠久历史

以来的重要门户。 

 

这里气候宜人气候宜人气候宜人气候宜人，大街小巷生气盎然，无论行人和游客，不管白天和夜晚都能

充分享受到她的舒适浪漫，感受到她的温馨好客。 

 

巴塞罗那因她的历史建筑而闻名，这里有由哥特区哥特区哥特区哥特区 (Barri Gòtic)、海岸区海岸区海岸区海岸区 (la 
Ribera) 和拉巴尔区拉巴尔区拉巴尔区拉巴尔区 (el Raval) 三区组成的城市旧区。漫步在巴塞罗那旧区

古老的街道，您可以欣赏到不同时期的纪念碑、古罗马城墙、保存完好的哥

特式建筑和犹太区遗迹等。地中海情调洋溢街道。 

 

没有一个地方比兰布拉大街兰布拉大街兰布拉大街兰布拉大街（（（（La Rambla））））更能代表巴塞罗那了。这是一条

充满活力、色彩斑斓的步行街。从海边的哥伦布哥伦布哥伦布哥伦布瞭瞭瞭瞭望台望台望台望台（（（（Mirador de 

Colom））））一直到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加泰罗尼亚广场加泰罗尼亚广场加泰罗尼亚广场    (Plaça Catalunya)，街上人头攒

动，街头音乐家、歌剧演员、默剧演员、画家、真人立像活跃其中，花鸟商

店各具特色，再加上波克波克波克波克利亚传统利亚传统利亚传统利亚传统市场市场市场市场（（（（la Boqueria））））、1999 年火灾后重建

的里世奥大剧院里世奥大剧院里世奥大剧院里世奥大剧院（（（（Gran Teatre del Liceu））））以及沿途众多的商店和咖啡馆，构

成了独一无二的、令人流连忘返的兰布拉大街。 

 

从加泰罗尼亚广场往山的方向走，会进入北部扩建区:艾香布拉区艾香布拉区艾香布拉区艾香布拉区

（（（（Eixample））））。这个由 Ildefons Cerdà先生在 1860 年设计的新区域被视为欧

洲城市建筑的典范。在此区内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现存的欧洲现代主义派建

筑。在著名的格格格格菈希雅菈希雅菈希雅菈希雅大大大大道道道道（（（（Passeig de Gràcia）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师安东尼安东尼安东尼安东尼

·高第高第高第高第    (Antoni Gaudí)、普普普普奇奇奇奇----卡达法尔克卡达法尔克卡达法尔克卡达法尔克(Puig i Cadafalch)    和多曼尼克和多曼尼克和多曼尼克和多曼尼克----蒙达蒙达蒙达蒙达

内尔内尔内尔内尔    (Domènech i Montaner)    等现代主义大师的色泽艳丽、造型独特和充满

创意的建筑，如加泰罗尼亚当代中上层社会的住宅巴特约宫巴特约宫巴特约宫巴特约宫（（（（Casa 
Batlló））））、阿马特耶之家阿马特耶之家阿马特耶之家阿马特耶之家（（（（Casa Amatller））））和又名为石头宫（（（（La Pedrera）的

米拉米拉米拉米拉之家之家之家之家（（（（Casa Milà））））。 

 

此外，游客在城中各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现代主义派巨作，包括高第的未完成

之圣家堂圣家堂圣家堂圣家堂（Sagrada Família）、加泰罗尼亚音乐加泰罗尼亚音乐加泰罗尼亚音乐加泰罗尼亚音乐厅厅厅厅（Palau de la Música 
Catalana）和奎尔公园奎尔公园奎尔公园奎尔公园（（（（Park Güell））））等。 

 

巴塞罗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建筑物有: 圣家堂(La 
Sagrada Família)、文生之家(la Casa Vicens)、巴特约宫(la Casa Batlló)、奎尔

纺织村的地下教堂(la Cripta de la Colònia Güell)、石头宫(La Pedrera)、奎尔

宫(Palau Güell)、圣克劳和圣保罗医院(Hospital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

奎尔公园(Park Güell)和加泰罗尼亚音乐厅 (Palau de la Música Cata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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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不仅有另人沉醉的历史遗迹，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追求创新的城市，

特别是近十年来，巴塞罗那的变化更为人瞩目。1992 年成功地举办了当时被

认为是历届最出色的奥运会，该次盛会打开了巴塞罗那的航运大门，使这里

不仅拥有了最现代化的交通设施，还留下了大量传世杰作，包括纪念加泰罗

尼亚政治人物刘易斯·巩潘聂斯(Lluís Companys)命名的奥运会主赛场奥运会主赛场奥运会主赛场奥运会主赛场    (Estadi 
Olímpic-Lluís Companys)、日本建筑师矶崎新(Arata Isozaki)设计的室内主赛

场圣佐治圣佐治圣佐治圣佐治宫宫宫宫体育场体育场体育场体育场 (Palau Sant Jordi) 、奥运匹克环奥运匹克环奥运匹克环奥运匹克环 (Anella Olímpica) 以及

主要赛场集中的蒙垂克山(Montjuïc) 等等。在 2004 年，巴塞罗那继续往前跨

步，再次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文化论坛。 

 

 

旅游热门都市旅游热门都市旅游热门都市旅游热门都市    

    

身为加泰罗尼亚首府的巴塞罗那是欧洲主要旅游城市之一。这里是享受周末

或三天以上短期旅游的理想目的地。几年来，到访这个又名为伯爵之城的游

客大约 50%为渡假而来，与公务游客的比例不分轩轾。 

 

巴塞罗那在最近几年已成为最受航运企业欢迎的地中海港口。她的新码头与

城市紧密连结，拥有优良的服务。巴市是一个极富魅力的观光邮轮中途站。

邮轮邮轮邮轮邮轮旅客可以在市内游览、观光和购物。 

 

巴塞罗那的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文化活动文化活动充分展示了城市的独特风采，成为了欧洲的热门旅游都

市。她那另人难忘的现代主义派的精致建筑，备受全球赞誉的罗马时期加泰

罗尼亚美术以及知名的音乐和戏剧均是巴塞罗那极富魅力的最好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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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联盟的总部地中海联盟的总部地中海联盟的总部地中海联盟的总部    

巴塞罗那巩固了它作为地中海沿岸的重要枢纽。该市已被选定作为地中海联地中海联地中海联地中海联

盟盟盟盟（（（（UPMUPMUPMUPM））））的总部，其联盟中汇集了 43 个国家。 

 

各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们都强调了加泰罗尼亚首都—巴塞罗那，作为机构总秘

书处的理想特性。地中海联盟的总部设在帕佩德拉韦斯宫（Palau de 
Pedralbes），是这座城市中一个历史性的空间，其内部已设有一个大厅来准

备迎接第一批客人。 
 

该机构将负责地中海两岸之间的业务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如何防治海洋污

染；建造所谓的海上高速公路，以便利于贸易的交流以及民事方面的合作，

与自然灾害抗衡。 
 

 

文化之都文化之都文化之都文化之都    

 

巴塞罗那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和悠久传统的城市。有五十多个博物馆和众多

的艺术画廊，一年中都会有各种长期性和短期性的展览向参观者开放。这些

博物馆当中比较有名的有：新扩建的毕加索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毕加索博物馆（（（（Museu Picasso）、）、）、）、米罗米罗米罗米罗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会会会会美术馆美术馆美术馆美术馆（（（（Fundació Joan Miró）、）、）、）、收藏着大量古罗马艺术品的加泰罗加泰罗加泰罗加泰罗

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Museu Nacional d'Art de Catalunya - MNAC））））、、、、巴塞巴塞巴塞巴塞

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 d'Art Contemporani de Barcelona - MACBA））））、、、、

以及由一座现代主义风格的老工厂改建而成的 CaixaForum 展览馆展览馆展览馆展览馆、、、、达比埃达比埃达比埃达比埃

斯基金美术馆斯基金美术馆斯基金美术馆斯基金美术馆（（（（Fundació Antoni Tàpies））））等。这些都是不容错过的地方。 

 

巴塞罗那的音乐音乐音乐音乐也是丰富多彩的：从古典到现代，从民俗到爵士；每一个人

都能在巴塞罗那寻找到个人喜欢的音乐。巴塞罗那拥有几座现代化的音乐

厅：L’Auditori 音乐厅、加泰罗尼亚音乐宫、里世奥大剧院等，常年都有知名

音乐家的演出。话剧在巴塞罗纳的文化生活中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拥有国

际知名的剧院。加泰罗尼亚国家大剧院加泰罗尼亚国家大剧院加泰罗尼亚国家大剧院加泰罗尼亚国家大剧院（Teatre Nacional de Catalunya）的建

造就是该市的文化品味的最好证明。 

 

 

地中海美食地中海美食地中海美食地中海美食：：：：极致极致极致极致诱惑诱惑诱惑诱惑    

    

美食美食美食美食是巴塞罗那旅游的重头戏，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旅游焦点之一。巴塞罗那

作为加泰罗尼亚面向全球的门户，受到了不同文明的熏陶，继承了了传统、

丰富美味的饮食文化。她的美食汇集了两千多年来两千多年来两千多年来两千多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居住过的不

同民族的饮食文化精华，加上新一代厨艺家的不断创新，使巴塞罗那在 2002

年被评为年度美食美食美食美食佳肴佳肴佳肴佳肴城城城城。这是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非法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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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美食用料多样，选材来自四方八面四方八面四方八面四方八面：山上飞的、水里游的、园子里

种的、地里长的，应有尽有。而且地中海菜系地中海菜系地中海菜系地中海菜系以多样、优质和健康的特性为

世界所公认。同时，市内的食品市场和专业的食品商店使巴塞罗那的美食天

地更为完美。 

 

在巴塞罗那，“吃文化”和如何营养地吃已成为个个个个人及社会生活人及社会生活人及社会生活人及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高质量的美食文化已经成为南欧高品质生活的象征，也是公众健

康指数的重要一环。 

 

目前，在巴塞罗那有一万多家一万多家一万多家一万多家有餐馆经营权的单位，餐饮业是本市近年来增

长最快的行业。在众多餐饮单位中，有多家著名品牌，巴塞罗那市一共拥有

27 个米其林餐饮之星。  

 

餐饮业发展也是巴塞罗那旅游局的发展策略之一。旅游协会通过“巴塞罗那

美食项目”推广各种美食项目，而且目前已经有一百六十六家饭店参加到了

开展的各类项目当中来。 
 

 

饮食饮食饮食饮食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巴塞罗那是享受美食的地方。在市内可以找到许多传统和现代结合的餐厅。

下面介绍美食记者 Pau Arenós先生推荐的一天的饮食日程。 

    

对旅游这个城市的观光客来说，如果不想放弃吃饭，就得用心看表注意时

间。其实带表不带表是无所谓的，肚子饿的时间自己当然能精确掌握哦。在

巴塞罗那这个美食之城，只要注意以下几点，您就会享受到美食之旅。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888 点到点到点到点到 10101010 点点点点::::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波克波克波克波克利亚传统利亚传统利亚传统利亚传统市场市场市场市场（（（（la Boqueria））））只要一听这词就会涌出食欲。不仅是因为

它的前一半发音与加泰兰语的“嘴”的发音相似，而且因为她是这个城市最

主要的食品市场。市场的入口，有一家叫 Pinotxo 的小餐馆。主人 Juanito，
他会很热情地给你讲风趣的故事。他的甥儿们做出来饭菜也是相当有味道

的。大头鱼料理好吃得简直可以让死人复活。叫做 Capipota的菜是用鲜鱼做

的鲜美之餐。一大早用餐刀和叉子吃饭也是种享受。如果您早上不想吃的过

多，就在旁边的面包点心店 Escribà 尝尝法国式月牙形面包也是不错的择。 

    

    

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121212 点到点到点到点到 13131313 点点点点: : : : 餐前酒餐前酒餐前酒餐前酒（（（（vermut））））    

    

巴塞罗那的酒吧和餐馆中最接近天堂的是 La Vinya del Senyor。这是因为它

位于 Santa Maria del Mar教堂的（哥特式建筑）天堂之门正前方。您坐在这

个具有压倒一切气氛的正门前，要一杯葡萄酒或根据情况订一瓶，尝尝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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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肝酱（foie））））的胡桃面包，Llavaneres（地名）的豌豆和微生物学博士研制

的菜豆制作的精美菜肴。边吃边喝边被授予圣体，您也许会感受到神的存在

吧。 

 

吃完便饭后，走一走再到 Botifarreria 餐厅尝尝叫加泰罗尼亚式香 butifarra，
味道极佳。也可以去稍远的 Viniteca 餐厅品尝可谓纪念性的葡萄酒。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3131313 点半到点半到点半到点半到 16161616 点点点点：：：：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有两种选择，都是以年轻厨师为主的餐厅，精致又有创意的料理会让您大饱

口福。其一是西班牙式小吃店：巴塞罗那创作了独特的小吃。可以说是近百

年来巴塞罗那的食文化革新。向您推荐获得三副刀叉标记的餐厅:    Estrella de 
Plata 或 Comerç 24。每一盘量虽不多,但足以让您回味无穷。 

 

其二是传统和现代食文化结合的餐厅。巴塞罗那的当代烹饪师们用自己的实

力和努力确立了该市作为洲首府的美食城地位。建议您用红线划出以下几家

餐馆：Hisop, Saüc, Alkimia, Valentí, Ot, Colibrí............那里的每盘菜都结合现代

人的需要，重视健康减肥的意向，让您品尝到地道的加泰罗尼亚的地方菜。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1212121 点到点到点到点到 23232323 点点点点：：：：晚饭晚饭晚饭晚饭    

    

美食城的豪华夜晚。一天的长长的漫步之后，在米奇林星级饭店（Osa Mayor 
de la guía Michelín）慢慢用餐，您绝对会能品出高明的厨艺，令人永生不忘

的美味。 

 

Gaig 厨师的块菌肉馅卷，Neichel厨师的浓小龙虾的桶桶， Puig 厨师的以马

铃薯和月桂相配的 espardenyes贝，foie厨师的酱鹅肝的干蒸，等等。 

 

毫无疑问在这里游客们可以结束他的美食之旅，安然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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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购物购物购物天堂天堂天堂天堂：：：：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独一无二 

 

在巴塞罗那购物购物购物购物绝对是一种享受。这里的商业氛围浓厚，国际名牌林立之余

又极富本市的独有味道，商品质量上乘，价格极具竞争力。这里是西班牙境

外游客购物最多的地方，占全国刷卡消费总额的 22％和自动提款机提款总额

的 21％。 

 

来这里的游客最看重的是巴塞罗那的商品和高质量的服务。巴塞罗那“购物购物购物购物

线线线线”（Shopping Line）颇有名气，长达 5 公里，为欧洲之最。此线从港口开

始，沿着兰布拉大道，穿过哥特区和加泰罗尼亚广场，顺着华丽大道(Passeig 
de Gràcia)或加泰罗尼亚兰布拉大道 (La Rambla de Catalunya) 一直到狄亚格

纳尔大街 (Diagonal) 的上端，把购物变为充满乐趣的漫步之旅。据估计，城

内商店多达三万五千多家。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巴塞罗那““““购物线购物线购物线购物线” 作为城市的象征引领着历史和现代的不同的需求。这里

的商店融合了传统和现代化，在为顾客提供多元化和物有所值的产品和一流

的服务同时，又不失其独有的风格。 
 

 

会议之都会议之都会议之都会议之都    ：：：：高效创新高效创新高效创新高效创新 

 

巴塞罗那是全欧洲最受欢迎的举办各种专业和商业会议的场所之一：产品发

布会、各种会议、商务会谈和奖励旅游会议等。巴市拥有二十万平方米的室

内展区，包括巴塞罗那会议厅（Palau de  Congressos de Barcelona）和一个可

容纳三千人的新会议厅；还有 1992 年奥运会赛场之一的圣乔尔帝宫、可以举

办大型汽车展、超大型宴会、甚至是室内 冲浪比赛的圣佐治体育馆 (Palau 
Sant Jordi) ；以及刚完工不久，于 2004 年十一月开始投入使用，采用了最新

技术建成的能容纳一万五千人的会议中心 (CCIB)。 

 

巴市还拥有良好的酒店配套设施酒店配套设施酒店配套设施酒店配套设施可提供 6 万张床位，而其中的大型酒店更是

商务会议和奖励旅游旅游会议的理想举行地点。此外，市内拥有的多个独特

又颇具历史性的或乡村风格或极为现代化的建筑、以及加泰罗尼亚哥特式或

现代派如高第的部分建筑等，均为举行高档宴会提供了最佳场所。 

 

巴塞罗那还因她的独特设计和创意设计和创意设计和创意设计和创意而闻名于世。专业人员为在这里举办的各

种活动作出悉心的设计，将历史、文化和当地风俗巧妙地和活动融合在一

起，使活动别具一格。 

 

巴塞罗那旅游局设有一个专门的负责上述活动的推广和服务的部门，名为巴巴巴巴

塞罗那会议办公室塞罗那会议办公室塞罗那会议办公室塞罗那会议办公室    (Barcelona Convention Bureau)。该部门于 1983 年成立，

在会议筹办顾问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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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稳固稳固稳固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经济实力    

拥有二千年历史的巴塞罗那已经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城

市。时至今日，加泰罗尼亚的首府 - 巴塞罗那 - 绝对是欧洲版图中的经济

坐标。巴市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 550 亿欧元，在欧洲适合营商的城市中排名

第四、专业人士 生活质量高居榜首(1)。    

(1) 高纬物业 (Cushman & Wakefield)“欧洲城市监察报告 ”(European Cities Monitor) (Healey & Baker) 

港口港口港口港口 

巴塞罗那港口汇集了伊百利亚半岛和南欧最繁忙的物流运输，方圆五公里以

内不同种类的运输接驳都非常便捷（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和火车），而且

其所在位置又是一个能为运输和物流业提供优秀服务的整体环境，因此，巴

塞罗那港口已经成为了地中海地区的一个最主要的商业、运输和物流枢纽。 

 

更多信息请登陆：www.apb.es 

机场机场机场机场 

巴塞罗那的匹拉特机场 (el Prat) 是欧洲最主要的机场之一，从这里去其它欧

洲的主要城市方便快捷，全年过境旅客人数为三千万左右。 

更多信息请登陆：www.aena.es 

巴塞罗那会展中心巴塞罗那会展中心巴塞罗那会展中心巴塞罗那会展中心    (Fira de Barcelona)    

巴塞罗那会展中心是西班牙最重要的专业和工业展会举办场所，所主办的展

会场数之多为欧洲前五名。在巴塞罗那主办的展会中有十五类是欧洲该行业

的最大规模的展会之一。 

更多信息请登陆：www.firabcn.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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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主欧洲主欧洲主欧洲主要观光要观光要观光要观光邮轮邮轮邮轮邮轮港口港口港口港口 

目前，巴塞罗那是世界邮轮游客和邮轮公司最青睐的目的港口之一。根据英

国邮轮杂志 Dream World Cruise Destination的统计资料显示，巴塞罗那是欧

洲第一大邮轮目的地港口，在全世界排名第四。 

巴塞罗那港口位于欧洲南部和地中海的西岸，地理位置优越；同时她也是世

界著名的旅游城市，酒店众多，服务精良，机场有国际航班接驳，港口有专

门为邮轮而设的设施。这些因素都促使巴市成为邮轮公司的理想基地。另

外，巴塞罗那也拥有大量潜在的游轮顾客。 

巴塞罗那港有七个邮轮码头，设备完善，每年接待大量的游客。这些邮轮码

头地处市中心，游客乘坐公交车或出租车进出都十分方便。 

更多信息查询 

PORT DE BARCELONA 

www.portdebarcelon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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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体育运动 

巴塞罗那每年都承办众多的国际体育赛事，再加上该市本身对游客的吸引

力，促成了巴塞巴塞巴塞巴塞罗罗罗罗那体育那体育那体育那体育计计计计划划划划（（（（Barcelona Sports））））的出笼。该计划旨在吸引

和支持更多的体育爱好者来参加在巴塞罗那举办的国际赛事。而此计划专门

推广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国际性赛事，如想进一步了解一年的体育活动事项， 

 

请登陆：www.barcelonaturisme.cat   

 

 

巴塞罗那的世界文化遗产巴塞罗那的世界文化遗产巴塞罗那的世界文化遗产巴塞罗那的世界文化遗产 

巴塞罗那一共有九座建筑被巴塞罗那一共有九座建筑被巴塞罗那一共有九座建筑被巴塞罗那一共有九座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列入列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的马路和街区是一个展示各种时期的建筑设计的长

期露天展览会场。在这个诞生于地中海沿岸的大都市里，游客可以看到最古

老的文明留下的遗迹；漫步在中世纪时代；也可以欣赏到近代现代主义的精

彩设计以及很多崭新的摩天高楼。巴塞罗那的建筑闻名于世。独特和富标志

性的建筑物与保存完善的古代建筑并列，相映成辉。 

联合国教联合国教联合国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文组织科文组织科文组织希望再一次把某些瑰宝突显并加以表扬，巴塞罗那欣然接

受此殊荣。来自一百八十个国家的六百名代表再次一致承认建筑师安东尼安东尼安东尼安东尼·高高高高

第第第第在巴塞罗那留下的建筑是无与伦比的，决定再次把巴市的四个著名建筑编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让众多的巴塞罗那居民和每年来自世

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游客欣赏到他的杰作。圣家堂圣家堂圣家堂圣家堂的地下室和正面墙上的耶

稣诞生塑像立面(la cripta y la Fachada de la Natividad de la Sagrada Familia)、
文生之家文生之家文生之家文生之家(Casa Vicens)、巴特约宫巴特约宫巴特约宫巴特约宫(Casa Batlló)、奎尔纺织村的地下教堂奎尔纺织村的地下教堂奎尔纺织村的地下教堂奎尔纺织村的地下教堂(la 
cripta de la Colonia Güell) 均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名册之中，

再次证明高第的作品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建筑发展和技巧方面的杰

出贡献。 

圣家堂(Sagrada Familia)已经成为巴塞罗那的重要标志，对该市有一种特殊的

意义。那里是来西班牙的外国游客参观最多的景点，参观人数甚至超过马德

里的伯拉多博物馆 (Museo del Prado) 和格拉纳达市阿尔罕伯拉宫 (La 
Alhambra) 的人数。圣家堂正面墙上的耶稣降生雕塑是整个圣家堂中唯一一

个出自高第本人之手的杰作。高第去世后就安息在这个教堂的地下室里。文

生之家(Casa Vicens)也是一个高第建筑设计风格的代表。该建筑是高第在

1883 年至 1885 年为一家水泥厂的老板建造的，是这位举世闻名的建筑设计

家的早期作品之一。 

关于巴特约宫(Casa Batlló)的历史有这样一段逸闻。它是高第在 1904 年至

1906 年为一家纺织公司建造的。在开始的时候，工程遭受市政府的反对。现

在它已经成为巴塞罗那另一个最吸引人的建筑。奎尔纺织村的地下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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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pta de la Colònia Güell)位于巴塞罗那城外，在一个名为圣达科罗马塞尔维

约 (Santa Coloma de Cervelló) 的村子里，是高第最具个性的建筑之一。 

加上这次被选入的四幢高第的建筑，巴塞罗那一共有九幢建筑被选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之中。在这以前，米拉宫 (Casa Milà)（也称石头宫） (La 
Pedrera)、奎尔公园(Park Güell)和奎尔宫(Palau Güell)已在 1984 年被选入。

除此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看中这个城市的其它建筑师如多米尼科·蒙达

内尔(Domènech i Montaner)的作品。1997 年，加泰罗尼亚音乐宫(Palau de la 
Música Catalana)和圣克劳和圣保罗医院(Hospital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
相继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名册。这样，巴塞罗那被列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建筑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一个城市能够保留它的标志性建筑，然

后再展现给全世界，毫无疑问，又是一个来巴塞罗那参观旅游的理由。 

详细信息请登陆：www.barcelonaturisme.cat 
 

 

巴塞罗那观光旅游局 

 

巴塞罗那旅游局由巴塞罗那市政府、巴塞罗那工商航海总会 ( Cambra de 
Comerç, Indústria i Navegació de Barcelona) 和 巴 塞 罗 那 推 广 基 金 会 

(Fundación Barcelona Promoció) 联合参与，致力发展巴塞罗那的旅游业。 

巴塞罗那旅游局的业务面向全球，涉及如会议、邮轮、渡假、文化等行业，

进行推广和传播信息等活动，积极参与市内旅游业的推广并协助有关单位提

供服务或向国际市场推广其产品。通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已取得了显注的成

果，游客数目从 1994 年的 470 万上升到 2009 年的 1.250 万人次。 

巴塞罗那旅游局通过旅游代理或中介商和本身的旅游资料中心以及其官方网

站(www.barcelonaturisme.cat), 推出多种产品和服务，让游客的旅程过得更

愉快。 

 

 

享受巴塞罗那享受巴塞罗那享受巴塞罗那享受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旅游观光车巴塞罗那旅游观光车巴塞罗那旅游观光车巴塞罗那旅游观光车 

让您轻松舒适游览巴塞罗那：双层巴士，分两条路线周游全城。有一日有效

票和二日有效票，在有效时间内，乘客凭该票可以选择沿线站点随意上下

车。随票赠送的小册子内包含了全城主要景点的门票打折券。随车导游可以

给您提供各种旅游信息，另外还增加了 10 个语种的语音服务，每个座位都配

有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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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旅游巴士加泰罗尼亚旅游巴士加泰罗尼亚旅游巴士加泰罗尼亚旅游巴士 

加泰罗尼亚旅游巴士可以带您探索加泰罗尼亚最主要的景点。由多条路线组

成，这项服务的操作和巴塞罗那旅游观光车相同，提供参观城市主要景点、

餐馆以及商店打折或免费门票。 

巴塞罗那一卡通巴塞罗那一卡通巴塞罗那一卡通巴塞罗那一卡通 

持该卡，公共交通免费。在博物馆、演出、娱乐休闲场所、酒吧舞厅和其它

商店、餐厅、其它消费场合和其它特别交通服务设施等均可享受打折甚至有

些是免费待遇。有效期长短不同，有二、三、四或五天票可供选择。 
 

巴塞罗那徒步游巴塞罗那徒步游巴塞罗那徒步游巴塞罗那徒步游览览览览 

哥特区哥特区哥特区哥特区路线路线路线路线    

由职业导游带您从圣加乌美广场（Pl. Sant Jaume）的巴塞罗那旅游局

（Turisme de Barcelona）咨询处出发，步行游览巴塞罗那的历史和政治中

心—哥特区，漫步于大街小巷和广场之间。 

毕加索毕加索毕加索毕加索路线路线路线路线    

由导游带您游览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生活的空间，也是

波西米亚风格最浓郁的地带。徒步游能让您认识影响这位大师生活和创作的

一些轶事。在专为纪念毕加索建立的博物馆内，您可以欣赏到毕加索少年学

生时期最重要的作品。 

美食美食美食美食路线路线路线路线    

游览老城区，您可以对巴塞罗那美食的选料深入认识和研究。游客可以了解

加泰罗尼亚菜的材料和要素，包括水果和蔬菜、西红柿涂面包 （“pa amb 
tomàquet”）、鲜肉香肠 (botifarra)、咖啡、果仁和巧克力等。 

 

现代派主义现代派主义现代派主义现代派主义路线路线路线路线    

游览巴塞罗那十九世纪末的贵族区、又名“黄金区”( “Quadrat d’Or” ) 的
北部扩建区 ( L’Eixample)。此区于十九世纪 - 即现代派主义刚兴起的同期 

- 演变为巴市中高层社会的活动中心，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户外博物馆。游客

可以在出自高第(Gaudí)、多曼尼克伊·蒙达内尔(Domènech I Montaner)和普伊

赫·卡达法尔克 (Puig i Cadafalch) 等建筑大师的手笔的建筑之间穿梭漫步。 

    

考古历史博物馆考古历史博物馆考古历史博物馆考古历史博物馆套票套票套票套票（（（（ARQUEARQUEARQUEARQUEOOOOTICKETTICKETTICKETTICKET）））） 

套票可以参观巴塞罗那市最著名的具有考古背景的五家博物馆：加泰罗尼亚

考古博物馆(Museu d’Arqueologia de Catalunya)、 芭比-穆勒前哥伦布时期艺

术博物馆(Museu Barbier-Mueller d’Art Precolombí)、巴塞罗那埃及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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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 Egipci de Barcelona)、巴塞罗那历史博物馆(Museu d’Història de la 
Ciutat)以及海洋博物馆(Museu Marítim)。套票于购买的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前有效，这样可以允许游客在几个月之内多次旅行、参观。  

 

旅游产品网上销售旅游产品网上销售旅游产品网上销售旅游产品网上销售    

 

游客现在可以通过巴塞罗那旅游局巴塞罗那旅游局巴塞罗那旅游局巴塞罗那旅游局的网站购买旅游产品和服务，大大方便了

到加泰罗尼亚首府的游客们。同时根据每个游客的自身情况购买合适的旅游

产品，并且还可以预定酒店。 

详情请登陆 www.barcelonaturisme.cat，以便发现更多巴塞罗那的新设施和服

务。首先推荐的是巴塞罗那旅游巴士巴塞罗那旅游巴士巴塞罗那旅游巴士巴塞罗那旅游巴士，巴塞罗那徒步游巴塞罗那徒步游巴塞罗那徒步游巴塞罗那徒步游，巴塞罗那一卡通巴塞罗那一卡通巴塞罗那一卡通巴塞罗那一卡通。

而且此网络也很便于查到市内饭店的特价信息。 

通过网页及时调整和安排巴塞罗那游，是非常舒适便利的。另外，很多家饭

店宾馆新增了预约的服务。每天更新一周内的预约信息。根据这一信息，您

会及时了解饭店的位置和价位等基本情况，还可查明有关机场和港口，高速

公路和铁路站的交通路线，而且也可查到附近的医院，餐馆，文化设施等。

另外，也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咨询，会有专业咨询人员为

您提供辅助信息。 

游客服务游客服务游客服务游客服务 

巴塞罗那旅游局为旅游信息网络在全市范围内设立了二十多家信息咨询处，

那里的咨询员可以回答您任何关于巴塞罗那旅游的问题、咨询。同时，在咨

询处，您可以购买巴塞罗那旅游局的出版物和其它旅游补充产品，如巴塞罗

那观光巴士车票、巴塞罗那一卡通、步行游、公共交通票或纪念品店 BCN 
Original 的旅游纪念品等。 

 

巴塞罗那旅游局欢迎您登陆我们的网页巴塞罗那旅游局欢迎您登陆我们的网页巴塞罗那旅游局欢迎您登陆我们的网页巴塞罗那旅游局欢迎您登陆我们的网页 

 

www.barcelonaturisme.com/prensa  
 

您可以查询巴塞罗那各个方面的信息、资料、图片等其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