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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印象1

# 历史文化 ## 巴洛克建筑 ## 北方威尼斯 #

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
堡被誉为“北方威尼斯”，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化、政治、经济
中心。1924 年，为了纪念列宁，圣彼得堡的名字变更为“列宁
格勒”，后来由于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它又恢复了圣彼
得堡的名字。与俄罗斯其他城市相比，圣彼得堡保留了许多
曾经的巴洛克建筑，所以有着更为浓郁的西欧风情。

# 俄罗斯的文化之都
高尔基、普希金、果戈理等文豪以及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
维奇、格林卡等音乐家在内的许多名人都曾在圣彼得堡生活
或进行创作，它也是俄罗斯公认的文化、艺术中心。

# 列宁格勒的后花园
尽管圣彼得堡的名字历经变换，却不改这座城市的迷人。它
坐拥俄罗斯最繁华的经商港口，被人们誉为是“北方的威尼
斯”，不同于人们想象中的俄罗斯那般粗犷，圣彼得堡有着沉
静而内敛的灵魂。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圣彼得堡

所属大洲 

欧洲

外文名

St.Petersburg（英语）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俄语）

所属地区

 俄罗斯 列宁格勒州（首府）

官方语言  

俄语
（建议出行前下载翻 APP）

面积 

约 1,439 平方公里

著名景点

冬宫 救世主滴血大堂

夏宫  叶卡捷琳娜宫

人口 

超过 500 万人

特色美食 

鱼子酱 红菜汤 鱼冻

南航航班信息 

目前，南航已开通乌鲁木

齐直飞圣彼得堡的航班  

城市速览City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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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涅瓦河边吹着微风赏景
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涅瓦河两岸的风景，这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看滴血救世主教堂的彩色圆顶
滴血救世主教堂的彩色圆顶华丽纷繁，是众多摄影爱好者心心念念的美丽。

在罗马大教堂的迷你旅馆睡觉
感受俄罗斯最平常的家庭旅馆，体验最贴近俄罗斯人民的生活饮食。

去俄罗斯最美的夏宫花园游览
俄罗斯最漂亮的宫殿和花园，实景比明信片更美丽。

去冬宫徜徉在艺术的海洋之中
去冬宫感受过这座城市的历史和艺术文化的沉淀，离开时才不会有遗憾。

品尝最特色的黑面包和鱼子酱
硬邦邦的黑面包配上香气扑鼻的鱼子酱，为味蕾带来十分奇妙的体验。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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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必做的事 To Do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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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

公历

六月
俄 罗 斯 于 2010 年 12 月
赢得 2018 年足球世界杯
的举办权，这是世界杯首
次在东欧国家举行，比赛
会在俄罗斯联邦境内 11
座城市中的 12 座球场进
行，圣彼得堡也在其中。

14 日至 7 月 15 日

复活节 桦树节

俄历

六月

最佳旅行时间
5 月到 10 月是这座城市的旅游旺季，每到夏天，圣彼得堡的
美丽总能让人大为惊叹。圣彼得堡的冬天较为阴冷，但雪后的
纯白风景也很美，另有一番魅力。

穿衣指南
圣彼得堡冬天寒冷，夏天凉爽。从 10 月底开始到次年 3 月中旬，
圣彼得堡的气候都比较冷，如果此时前往，一定要记得穿羽绒
服或呢子大衣。

22 日 -25 日 24 日

俄历

三月

Travel Calendar旅游日历

复活节对于俄罗斯人来
说十分重要，在俄罗斯，
复活节已经不只是一个
宗教性的节日，而是全国
范围内的狂欢，旅行者还
可以在复活节购买彩蛋
带回家。

桦 树节源自古代 的夏 至
节，每年 6 月 22 日这一天，
正值夏季来临，农民们因
此要欢庆一番，有的地区
会用花 环或 彩带装饰白
桦树，所以被称为桦树节。

俄罗斯民族团结日

俄历

十一
月 4 日

民 族 团 结 日 是 为 纪 念
1612 年 莫 斯 科 被 解 放
而 设 立，在 这一 天 通 常
会 有 大 规 模 的 游 行，人
们 会 穿 着 传 统 服 饰 纪
念 伟 大 的 民 族 英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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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西欧风情 - 圣彼得堡 4 日观光之旅
行程亮点：体验西欧风情，品味俄罗斯美食。
适合谁：自助游、背包客、文艺青年、初次来圣彼得堡的人

推荐行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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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宫 - 圣彼得堡纪念品市场

早起在冬宫河岸边的码头乘船前往夏宫。夏宫也被称作彼得宫，它距圣彼得堡市约 30 公里，
位于芬兰湾南岸的森林中，是历代俄国沙皇的郊外离宫。夏宫的建筑极其华丽，有着“俄罗斯的凡
尔赛”的美誉，除了精美华丽的建筑之外，圣彼得堡最漂亮的夏园更是不可错过。漫步在园中的
林荫大道上，欣赏美丽的花园风景，还可以看看意大利大师的雕像作品，最重要且最不可错过的
是这里的隆姆松喷泉，有 37 座金色雕像，29 座潜浮雕，150 个小雕像，64 个喷泉及两座梯形瀑
布组成的喷泉群，既华丽又浪漫。

傍晚，搭船回市中心。吃过晚饭后再去圣彼得堡纪念品市场逛逛，可以在这里买一些明信片
写好给亲友的祝福，再回到酒店早点休息。

冬宫 - 救世主滴血大教堂 - 米哈伊洛夫斯基花园 - 圣彼得堡图书大楼

乘坐南航航班抵达圣彼得堡，随后搭乘地铁前往冬宫广场。举世闻名的冬宫在最开始是
叶卡特琳娜二世女皇的私人博故馆，馆内有 400 个展厅和陈列室，艺术品超过 270 万件，其
中最不能错过的展品有埃及的木乃伊、孔雀大钟、达• 芬奇的圣母画像以及伦勃朗的《浪子回头》。
如果你是文化艺术爱好者，那一定要仔细游览冬宫广场，尽情徜徉在艺术的海洋中。

下午，吃过午饭后前往救世主滴血大教堂。救世主滴血教堂也被称为基督复活教堂和基
督喋血教堂，仿照莫斯科红场上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而建。教堂内最出名的即是精美的马赛
克拼图和壁画，教堂旁边就是米哈伊洛夫斯基花园的入口，可以从这里进入米哈伊洛夫斯基
花园游玩。 

2
DAY

1
DAY



6St.Petersburg          圣彼得堡 

普希金城 - 叶卡捷琳娜宫

早上，起床后从维捷布斯克火车站搭乘火车至 Detskoye Selo 站下车后，再换乘 371 路或
382 路公交抵达普希金城。普希金城又叫“皇村”，因为这里不仅是普希金生活学习的地方，也是
叶卡捷林娜宫和亚历山大宫的所在地。

中午，可以细细游览这里的建筑，尤其是叶卡捷林娜宫，天蓝色的宫殿外观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造型各异的雕像也显得趣味十足，这里的音乐厅、琥珀厅中的装饰更是美焕绝伦，宫殿前扶额沉
思的普希金像也正在等待着游人和他拍照留念。

下午，可以在叶卡捷琳娜宫公园中漫步，在清新的空气中来一次悠闲惬意的野餐，静静品味
俄罗斯美食，吃饱了还可以小憩一会儿，感受在异国他乡的闲适自在。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不时
还会有小松鼠路过，如果你在深秋时节前来，还能欣赏到金色树叶满园飘落的美景，别有一番意境。

傍晚，回到圣彼得堡市中心，吃过晚饭后回到酒店早点休息。

涅瓦河 - 涅瓦大街 - 叶利谢耶夫糖果商城

早晨起床后，先去涅瓦河边走走，这是圣彼得堡的母亲河，在微风吹拂中欣赏涅瓦河风光，
随后再去涅瓦大街走走，在鳞次栉比的商铺之中选择自己中意的手信带回去。如果时间还充足，
还可以去叶利谢耶夫糖果商城挑选一些特色食品送给亲友。

下午，回到酒店收拾行李前往机场，乘坐南航航班回到舒适的家。

4
DAY

3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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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签证 

签证有效期 

30 天

入境次数

单次 / 两次 / 多次

停留时间

 30 天

申办费用 

单次签证：普通 345 人民币，加

急 552 人民币，特急 827 人民币

两次签证：普通 689 人民币，加

急 896 人民币，特急 1172 人币

多次签证：普通 1034 人民币，加

急 1241 人民币，特急 1516 人币

是否需要面签 

是

建议办理时间 

出发前一个月

签证办理1

签证 Visa

出行须知3

签证申请流程：

Step 1：填写电子申请表

前往 http://visa.kdmid.ru 填写电子版签证申请表，语言选择
中文，请记住您的电子版签证申请表识别号码，并根据中文提
示一步步填写并打印，随后选择领事馆预约时间进行面签。

Step2 准备资料并前往领事馆面签

旅游签证所需要材料：

1. 6个月内有效护照以及护照主页复印件 （具有至少两个空白页）； 

2. 一张白底彩色照片 (2 寸 )； 

3. 电子签证申请表（www.visa.kdmid.ru); 

4. 俄罗斯旅游公司规定格式的外国游客接待证明（原 件）;  

5. 有效往返机票／火车票； 

6. 中国签证页复印件（对第三国家公民适用）

Step 3 前往领事馆领回护照

正常办理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加急为 3 个工作日，特急为 1 个
工作日。如果在 10 点 30 分之前将送签证材料递交至我处，
在资料合格的情况下，可以当天拿到签证。

     申请地点：
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

地址：100600 北京市东直门北中街 4 号俄罗斯大使馆

电话：(+86 10) 6532 1381, 6532 2051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2：00

领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新疆、内蒙古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河南、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甘肃、湖南、湖北、
四川

俄罗斯联邦驻沈阳总领事馆

地址 : 110003 中国沈阳市和平区南十三纬路 31 号

电话 : (024)-2322-3927

工作时间 : 周一至周五 09:00-13:00, 14:00-18:00

领区 : 辽宁、吉林、黑龙江

 

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

地址 : 200080 中国上海市黄浦路 20 号

电话 : (021)-6324-8383, (021)-6324-2682

工作时间 : 周一至周五 09:00-13:00, 14:00-18:00

领区 :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俄罗斯联邦驻香港总领事馆

地址 : 香港湾仔港湾道 30 号新鸿基中心 29 楼 2932-40 室

电话 : (852) -2877-7188, 2877-5024

工作时间 : 周一至周五 09:00-13:00, 14:00-18:00

领区 : 香港、澳门

 

俄罗斯联邦驻广州总领事馆

单位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楼 26A

邮政编码：510623

联系电话：020-85185001,85185002,85185003

工作时间 : 周一至周五 09:00-13:00, 14:00-18:00

领区 : 广东省，江西省，福建省，海南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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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护照遗失

签证延期

3

2

是否可以申请延期：否

如护照在圣彼得堡遗失、被盗，请尽快向当地警方报警，并向
就近中国大使馆 / 领事馆申请办理新的护照或旅行证。

3、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 旅行证申请表。　　

       申请地点：
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
地址： NO.6, UL. DRUZHBY, MOSCOW, RUSSIA,117330
电话： 9561168，8499-7830867
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 09：00-12：00
官网：http://ru.china-embassy.org/chn

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
地址：NO.134, NAB.KANALA GRIBOEDOVA, ST.PETERSBURG, RUSSIA  
电话：007-812-4951727
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 09：00-12：00  15：00 -18：00
官网：http://saint-petersburg.china-consulate.org/chn/zlgxx/

中国驻叶卡捷琳堡总领馆
地址：No.45, Tchaikovsky St., Yekaterinburg, Russia　
电话：2535834
工作时间：周一、三、五，上午 09：30-12：00   
官网：http://ekaterinburg.chineseconsulate.org/chn

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
地址：STADIUM OF LENIN, KHABAROVSK, RUSSIA 
电话：302590
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 09:00-12:00  15:00 -18:00
官网：http://www.fmprc.gov.cn/ce/cgkhb/chn/lgxx/

申请步骤：
Step1 
联系俄罗斯警察报警，并开具一份护照丢失报告，该报告在使
馆做备案和在移民局办理出境卡时需要用到，所以需要尽快
办理；

Step2
进 入中 国 驻 俄 罗 斯 大 使 馆 网 站（http://ru.china-embassy.
org/chn/）的领事服务板块，点击海外申请护照在线预约系统
（ppt.mfa.gov.cn）。根据流程完成在线预约的信息填写并提
交，并填写护照 / 旅行证申请表，预约成功后请打印出申请表
等材料。

Step 3
根据打印出的“业务办理须知” 提前备妥材料，申请时和申
请表一起递交。

Step 4
等待签证补发，并时刻关注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官网取证
清单页 http://ru.china-embassy.org/chn/fwzn/lsfws/hzlxz/qzqd/
查看是否可以领取新的签证或旅行证，并及时前往领取。

所需材料：
1、提供原护照或护照复印件（如有）；
2、正 面 免 冠 光 面 近 照 3 张，底 色 为 白 色，照 片 尺 寸
48×33mm，头部宽度 15-22mm，头部高度 28-33mm，头顶
至至相片上边距离在 3mm-5mm 之间，人脸下颚以下到图像
下边沿高度不小于 7mm；

时差 Time Difference

补办证
件类型

需要时间 收费

护照 20 天至一个月
2000 卢布 / 件，加急费 1700 卢布，

特急费 2500 卢布

旅行证 20 天至一个月
2000 卢布 / 件，加急费 1700 卢布，

特急费 2500 卢布

新西伯利亚位于东六区，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俄罗斯是
横跨时区最多的国家，在俄罗斯旅行期间，应注意各地时区
转换，以免耽误行程。以首都莫斯科时间【UTC+4】为标准
时间【0】，各时区所对应地域自西向东排列如下：

-1 0 +2 +3 +4 +5 +6 +7 +8

加里

宁格

勒

莫斯

科、

圣彼

得堡

叶卡

捷琳

堡

鄂木

斯克

克拉

斯诺

亚尔

斯克、

新西

伯利

亚

伊尔

库茨

克

雅库

茨克

符拉

迪沃

斯托

克

马加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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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Communication

WiFi 覆盖程度：

圣彼得堡的咖啡馆、餐厅基本都会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可
以向服务员询问密码。大多数酒店也会提供免费的无线网。

随身 WiFi 租赁：

租赁地点：登录南航官网即可租赁随身 WiFi，不限流量，多人
共享，按天数租赁。

由于国内手机在俄罗斯漫游费用较高，可以考虑选择买个俄罗斯当地的手机卡开个上网套餐。

WiFi 网络2国家区号与城市区号 1
 
俄罗斯国家区号：007
圣彼得堡区号：0812

电话卡

购买当地电话卡 国内电话卡国际漫游

适用人群 希望节省通话资费的游客 希望省去更换电话卡麻烦的游客

优势 价格便宜 较为方便

劣势 需要更换电话卡及服务内容可能受限 话费价格较高

资费
可以在当地任何一家销售移动电话的商店购买当地的

SIM 卡，如 Dixis 或 Euroset 等，开通需支付 150 卢布，另

每天需缴纳 13 卢布的费用，不限流量

中国移动：拨往中国内地 0.99 元 / 分钟

拨往俄罗斯境内 0.99 元 / 分钟

拨其他国家和地区 ( 不含特定国家和地区 ) 

3.00 元 / 分钟 接电话 0.99 元 / 分钟

中国联通：拨往中国内地 2.86 元 / 分钟

拨往俄罗斯境内 2.86 元 / 分钟

拨其他国家和地区 ( 不含特定国家和地区 ) 

5.86 元 / 分钟  接电话 2.86 元 / 分钟

中国电信：拨往中国内地 2.99 元 / 分钟

拨往俄罗斯境内 0.99 元 / 分钟

拨其他国家和地区 ( 不含特定国家和地区 ) 

3.00 元 / 分钟

购买途径 机场或者各大电信运营商门店 国内各大电信运营商门店

注意事项 需要网络的话建议开通手机上网服务 请提前与运营商联系确认已开通国际漫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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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消费 Currency 
and Cost

货币兑换

货币：俄罗斯卢布

参考汇率（2017 年 6 月 07 日）

1 俄罗斯卢布 =0.1185 人民币元

1 人民币元 =8.4356 俄罗斯卢布

俄罗斯卢布是俄罗斯的本位货币单位，辅币是戈比。1 卢布
＝100 戈比。卢布面额有 1、3、5、10、25、50、100、200、500、
1000、5000、10000 和 50000 卢布，另有 1 卢布及 1、2、3、5、
10、15、20、50 戈比铸币。

1

2

在国内

持身份证到中国银行兑换。请提前致电银行服务热线咨询或
预约，具体请参照中国银行官方网站换汇页面 http://www.
boc.cn/pbservice/pb4/

在圣彼得堡

机场、火车站及汽车站附近有比较多的银行与兑换亭 (Обмен 
Валют)，但大多为用美元或欧元兑换俄罗斯卢布，建议旅行
者先在国内兑换好美元后再前往俄罗斯兑换卢布。

银行卡使用3

·刷卡消费 

俄罗斯境内凡贴有银联标识的商户均可使用银联卡，少数商户
可能没有张贴“银联” 标识，持卡人可主动出示银联卡，询问
收银员是否可以使用。如使用双标识卡，请持卡人注意选择使
用银联网络支付，以确保享受银联网络的各项优惠和服务。

·ATM 提现

俄罗斯境内近 4 万台 ATM 可使用银联卡提取俄罗斯卢布现金，部
分 ATM 可提取美元现金。这些 ATM 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符
拉迪沃斯托克等几十个城市的机场和酒店、宾馆、超市、药店等日
常消费场所。境外使用银联卡取款无货币转换费用，所发生的当地
货币交易金额，将按市场汇率直接转换成人民币金额。

俄罗斯 ATM 取款手续费由两部分组成：

（1）发卡银行手续费：具体费率请咨询发卡银行。

（2）俄罗斯 ATM 受理机构服务费：部分 ATM 将收取取款服务费，
这笔费用由俄罗斯当地银行收取，与银联和发卡行无关。

消费水平

小费

4

5

相比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的物价要更低。通常一瓶水的价格
约为 20 卢布；一顿午餐的价格约为 500-800 卢布；如果在
涅瓦大街上入住酒店，价格约 5000 卢布 / 晚。

VISA 和 Master Card 在 圣 彼 得 堡 使 用 的 比 较 普 遍，
American Express 和银联不太普及。俄罗斯主要银行的提
款机上都有银联标识，可以用国内的银联卡直接提款。

在俄罗斯的高档餐厅、咖啡厅、酒吧等场所消费时，可根据
所享受服务的质量支付 10%-15% 的小费，在酒店享受行李搬
运的服务时也可支付一定小费，但乘坐出租车时无需给小费。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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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通用的交流电源插座是两脚圆形的欧标（德标）标准
插座
电压：220V
频率：50HZ
建议旅行者前往俄罗斯时携带转换插座。

1、俄罗斯从 2013 年 6 月 1 日起全面实行禁烟令，旅行者在公
共场所需注意。
2、如前往俄罗斯其他地方旅行，应注意时区转换，以免耽误
行程。
3、俄罗斯国家流通货币为卢布，其它外币不能直接使用。为
了方便在境外购物消费，也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在出境前兑换
卢布。
4、按前苏联遗留下来的传统习惯，俄罗斯所有商店里出售的
物品一律不讲价。
5、俄罗斯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入住酒店时需注意。
6、旅游景点、地铁、商场、车站等人多处谨防小偷。
7、每年 4 月 20 日（希特勒生日）前后，尽量减少在公共场所
的活动，这期间俄新纳粹势力（“光头党”）活动猖獗。

当地报警电话：112
医疗求助电话：103
中国驻俄大使馆 24 小时领事协助值班电话：007-9636201852
中国外交部 24 小时领事保护电话：0086-12308

电源插座 Outlet

紧急求助 Emergency 
help注意事项 Matters 

Need Attention

退税6
据新华社报道，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将对包括中国公民在
内的外国公民实行退税政策，在俄境内购买的商品出境时将
可享受退还商品价格中包含的 18% 的增值税。

退税条件：购物满 1 万卢布（约合 1178 元人民币）

退税税率：18%

退税地点：即将出台的退税体系将首先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
索契三地的 40 家商场试点实施

注意事项：能够退税的商品不包括在俄应征收消费税的商品，
如酒类、香烟、汽车、摩托车、汽柴油燃料等。

           南航独家 Tips：

·公立医院接纳病人就诊需出示医疗保险单和护照，如病人没有在当

地购买医疗保险但拨打 103 急救电话，救护车将病人运送至医院，医

院会免费医治病人三天，之后需自行缴纳医疗费用。俄医药分开，用

药需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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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4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1 2

TOP 1 
救世主滴血大教堂

TOP 2 
冬宫

TOP 4 
普希金城

TOP 5 
涅瓦河

TOP 3 
夏宫

   救世主滴血大教堂
（Saviour on the Spilled Blood）

救世主滴血大教堂建于 1883 年，是模仿莫斯科红场上的圣
瓦西里升天教堂而建，教堂内部精美的马赛克拼图和壁画是
摄影爱好者最喜欢拍摄的素材。顶部众多的彩色圆顶也非常
上镜，是圣彼得堡明信片上最常见的图案之一。
开放时间：周三全天不开放，其余时间 10:30-18:00 开放
门票价格：成人 250 卢布 / 人，7-18 岁青少年 50 卢布 / 人
景点位置：Ban Nongbone, Vientiane, 老挝
如何前往：搭乘地铁绿线于 Гостиный Двор 站下车，出站后
左转步行至河道桥边，向右即可看到教堂，过马路直行约 300
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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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宫（The Hermitage Museum）& 埃尔米塔日博物馆 (The Hermitage Museum)

气势宏伟的冬宫是来到圣彼得堡必去的景点之一，冬宫原本是俄国沙皇皇宫，十月革命后辟为圣彼得堡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
馆的一部分。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馆内收藏了无数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最珍稀的藏品当属埃及的木
乃伊 ( 展厅号 100)、孔雀大钟 ( 展厅号 204)、达 • 芬奇的圣母画像 ( 展厅号 214) 以及伦勃朗的《浪子回头》( 展厅号 254)。
开放时间：

景点位置： Palace Embankment, 32, St Petersburg, 俄罗斯 190000 
如何前往：从市区内步行前往即可到达
注意事项：为避免长时间排队，建议在官网上：http://www.hermitagemuseum.org/wps/portal/hermitage/?lng=zh 提前购票。

门票价格：每月第一个周四为免费开放日，其余时间收费如下：

周二、周四至周日 周三
每周一1 月 1 日、5 月 9 日闭馆

10:30-21:00 08:00-17:00

套票 语音导览（可选择中文） 冬宫内拍照 拍古装照（5 人以下） 拍结婚照

600 卢布 / 人 250 卢布 / 人 200 卢布 / 人 5000 卢布 / 人 5000 卢布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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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城（Pushkin City）

普希金城因普希金曾在此生活学习而得名，城中有两座最出
名的皇宫，一座是叶卡捷林娜宫，另一座则是亚历山大宫。 
这里的建筑集巴洛克的华美和古典主义的自然于一体，尤其
是皇宫教堂那五个圆葱头式尖顶，天气晴朗时金光灿灿，十
分亮眼，宫殿前还有扶额沉思的普希金像，是文艺青年必须
要去合影的地方。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Pushkin city, St Petersburg
如何前往：可从Vitebsk 火车站搭乘火车至 Detskoye Selo 站，再换乘
371 路或 382 路公交前往

夏宫 （Summer Palace of Peter the Great）

夏宫又被称为“彼得宫”，是彼得大帝生前常来度假的地方，素有“俄罗斯的凡尔赛宫”的美誉。夏宫建筑华丽精致，花园里还
有大片的草地花园和雕塑，许多当地人会来到这里休闲漫步，还有许多新人选择在这里拍摄婚纱照，浪漫的隆姆松喷泉也是
不可错过的景观。
开放时间：

下花园 喷泉 宫殿

09:00-20:00 周一至周五 10:00-18:00
周二至周日 10:30-18:00，每周周一和每月最后一个周

二关闭

门票价格：成人 550 卢布 /人，讲解器（( 俄、英、德、法 )）300 卢布 /人
景点位置：ул. Разводная, д. 2, г. Петергоф,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сия, 198516
如何前往：在冬宫河岸边的码头乘船前往，票价成人 750 卢布 / 人，往返 1100 卢布 / 人，学生单程票价为 450 卢布

涅瓦河（Neva River）

涅瓦河是俄罗斯西北部的一条河流，流经圣彼得堡，河流总长
74 公里，也被誉为圣彼得堡的母亲河，是圣彼得堡市的灵魂。
由于涅瓦河水道纵横，河上桥梁遍布，因此使得圣彼得堡又有
“北方威尼斯”的美誉。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Neva River, St Petersburg
如何前往：从市中心步行前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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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宫（Catherine Palace）

叶卡捷琳娜宫建造于 1717 年，是彼得大帝为皇后叶卡捷琳娜一世修建的夏日别墅。这座两层楼高的宫殿主要由蓝、白、黄三
色构成，顶部加盖了五座金碧辉煌、颇具特色的洋葱形圆屋顶，宫殿内装饰堪称流光溢彩，极尽奢华。
开放时间：

景点位置：7 Sadovaya Street, Pushkin,St Petersburg, 196601
如何前往：可乘坐巴士 K287、K347、K376、K377、K378、K382、K519、K402、K513、K545、K545A 路巴士到 Садовая улица, 
угол Оранжерейной улицы 站后步行 5 分钟即到
注意事项：叶卡捷琳娜宫有中文讲解器，需要在购票处同时购买，取讲解器的地点在购票处对面

10 月 - 次年 4 月 5 月和 9 月 6 月 -8 月

12:00-18:00 08:00-17:00 12:00-19:00

备注：10 月 - 次年 4 月每周二及每月最后一个周一、5 月 -9 月每周二关闭
门票价格：

宫殿 公园

成人 1000 卢布 / 人 120 卢布 / 人

学生（16-18 岁，需带学生证） 290 卢布 // 人 60 卢布 / 人

16 岁以下青少年及儿童 免费 免费

涅瓦大街
（Nevsky Prospekt）

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热闹最繁华
的街道，这里聚集了圣彼得堡最大
的书店、食品店和最大的百货商店。
这里除了是买买买的好地方之外，在
这里还可以欣赏到各种教堂、名人
故居以及历史遗迹的风采。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Nevskiy Prospekt, 
St. Petersburg
如何前往：搭乘地铁 2 号线至涅瓦大
街站（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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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保罗要塞 （Peter and Paul Fortress）

彼得保罗要塞是圣彼得堡标志性的古建筑，于 1703 年由彼得
大帝在兔子岛上奠基，它坐落于市中心的涅瓦河畔，异常华丽
的金塔尖也是在明信片中经常出现的风景，要塞中还有一个
彼得大帝的现代雕像，别忘了握着他的手合张影。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10:00-19:00，周六 10:00-18:45，周日
11:00-19:00
门票价格：通票成人 600 卢布 / 人，儿童 350 卢布 / 人
景点位置：Petropavlovskaya Fortress, 3, St. Petersburg 197046
如何前往：搭乘地铁蓝线于 Горьковская 站下车，出站后右
转穿过花园即可到达
注意事项：每天正午 12:00 在要塞炮台会有火炮点火，可在一
旁观看。 

俄罗斯国家博物馆
（State Russian Museum）

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米哈伊洛夫宫是除了埃尔米塔日博物馆
之外最重要的博物馆。馆内的展品充分展示了俄罗斯的艺术
发展历程，其中最珍贵的画作莫过于世界名画《伏尔加河的
纤夫》，是来到这里的人一定要去看的名作。
开放时间：

门票价格：350 卢布 / 人，摄影、摄像需另购票（馆内禁止使
用闪光灯）
景点位置：4 Inzhenernaya ulitsa / Mickhailovsky Palace,
 Metro: Nevsky Prospekt, St. Petersburg, Russia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 2 号线 ( 蓝线 ) 在 Nevskiy prospect 站
下车即可

周一、周三、周五、周六、周日 周四

10:00-18:00 13:00-21:00

小众景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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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党人广场（Senate Square）

十二月党人广场的名字是为了纪念 1825 年 12 月在这里发动
反对沙皇独裁统治的斗争。这里最著名的是广场上的青铜骑
士像，雕像是叶卡捷琳娜女皇为了纪念彼得大帝而下令建造的，
名字源自于普希金长诗《青铜骑士》，游人可在这里欣赏彼得
大帝骑在马上的雄伟英姿。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圣伊萨克大教堂和大涅瓦河间
如何前往：：搭乘地铁紫线于 Адмиралтейская 站下车，出
站左转至路口，再左转走到底，在伊萨克大教堂右转行至河
边即到；搭乘 10、135 路公交车于 Адмиралтейский Пр. 站
下车即到

圣以撒大教堂（Saint Isaac's Cathedral）

圣以撒大教堂是俄罗斯北方最大的教堂，102 米的高度让它十分醒目，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让游人看到金光闪闪的圆顶。教
堂建筑宏伟壮观，内部装饰中更是用了许多孔雀石等名贵矿物，甚至还用了410 公斤黄金来用作装饰，教堂穹顶至今仍光彩夺目。
开放时间：周四至周二 10:30-18:00，周三关闭
门票价格：

景点位置：St Isaac's Square, 4, St Petersburg,
如何前往：：乘地铁 5 号线至 Admiralteyskaya 站下车后再向西南方向步行约 5 分钟可到

成人 7-18 岁学生 18 岁以下 登顶

250 卢布 / 人 50 卢布 / 人 免费 150 卢布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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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5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1 2

TOP 1 

红烩牛肉

TOP 2 
鱼子酱

TOP 4
俄式肉冻

TOP 5
俄式馅饼

TOP 3 
俄罗斯红菜汤

红烩牛肉

到俄罗斯旅行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这里的红烩牛肉，这是一
道非常有特色的俄罗斯美食。牛肉非常的鲜嫩，香气浓郁，让
人忍不住想要赶紧品尝。
推荐餐厅：Chehov
推荐理由：当地知名餐厅，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菜，
现场还会有钢琴演奏，氛围很棒。
价格水平：人均 100 元人民币左右
开放时间：12:00-24:00
地址：4, Petropavlovskaya street, St, Peter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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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红菜汤

红菜汤是俄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汤品，以红菜为汤底，除了会
加进包心菜、西红柿、马铃薯、芹菜和洋葱等蔬菜之外，还要加
入牛腩或用清牛肉汤熬煮。俄罗斯人会在煮好的红菜汤中淋上
酸奶油再享用，这样更能尝出汤的美味精髓。
推荐餐厅：Yat Restaurant-Buffet
推荐理由：菜品保留了食物本身的味道外，也凸显了俄罗斯风味，
推荐红菜汤和土豆泥。
价格水平：人均 80 元人民币左右
开放时间：12:00-23:00
 

           南航独家 Tips：

鱼子酱味道鲜美，营养价值丰富，但产量较为稀少，俄罗斯人通常

将鱼子酱和其他食材搭配食用，最常见的吃法有鱼子酱沙拉、鱼子

酱面包等。

鱼子酱

俄罗斯产的鱼子酱品质堪称是欧洲人最爱的美食。鱼子酱有
灰 ( 明太鱼 )、红 ( 鲑鱼 ) 和黑 ( 鲟鱼 ) 三种，其中以黑色鱼子
酱最为珍贵，对俄罗斯人来说，吃一片抹上黑鱼子酱和黄油
的面包可谓是是难得的享受。
推荐餐厅：文学咖啡馆
推荐理由：是普希金和文学家们经常聚会的咖啡馆之外，二
楼餐厅还会提供俄罗斯本土风味的正餐，享用美食时还能欣
赏餐厅内的精彩表演。
价格水平：人均 80 元人民币左右
开放时间：11:00-23:00
餐厅地址：Nevskiy Ave., 18, St. Petersburg 19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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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式肉冻

俄式肉冻是俄罗斯人举办大小宴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菜肴。
传统的俄式肉冻做法是将各种肉炖在一起后，把煮化的肉
皮倒进去，放在零下 15-20 度的室外结冻。每年敲响新年钟
声之前，各家各户会将装满肉冻的碗从窗外拿进来，摆到餐
桌中央，寓意着年夜饭的开始。
推荐餐厅：Severyanin
推荐理由：正宗俄罗斯餐厅，餐食充满异国情调。
价格水平：人均 150 元人民币左右
开放时间：12:00-24:00
地址：Stolyarniy ln, 18, St. Petersburg 190031, Russia

俄式馅饼

俄式馅饼形状有很多种，除了常见的圆形馅饼
外，还有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比萨式露馅形、
半露馅形、封闭形等等。俄罗斯人在食用时通
常配以蜂蜜、草莓甜酱等，还有的馅饼可搭配
西红柿、黄瓜一起食用。
推荐餐厅：Stolle
推荐理由：店内有各式各样品种的馅饼，推荐
水果馅饼，最美味。现烤的甜品也都不错。
价格水平：人均 30 元人民币左右
开放时间：09:00-21:00
餐厅地址：Невскии проспект,11, 19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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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地图3

涅瓦大街
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繁华热闹的街道，这里除了有许多商店之外，也有很多餐厅、咖啡厅及酒吧。对于喜欢俄罗斯美食的人
来说，逛完景点后挑选一家心仪的餐厅饱餐一顿，无疑十分惬意。
价格水平：视不同餐厅而定
地址：Nevskiy Prospekt, St. Petersburg
如何前往：搭乘地铁 2 号线至涅瓦大街站 Nevsky Prospekt 可到

叶利谢耶夫糖果商城
叶利谢耶夫糖果商城是来到圣彼得堡一定要去的地方，这里除了琳琅满目的甜食糖果之外，还有咖啡吧和餐厅，可以品尝到各
种新鲜的火腿和美味的红酒。
价格水平：人均 100 元人民币左右
地址：Saint Petersburg, Nevskiy pr, 56
如何前往：搭乘地铁 2 号线至涅瓦大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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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6

最热榜单1

TOP1 伏特加（Vodka）

俄罗斯是一个爱好饮酒的国家。其中，伏特加被称为俄罗斯
的国酒。有报道称，俄罗斯人每人每年平均要喝掉 67 瓶伏特加。
对他们来说，喝伏特加并不只是为了品尝味道，更重要的是御
寒。在伏特加中加入冰块喝，你会感觉入口清凉，随后却有一
种从喉咙暖到胃的舒畅之感。如果不喜欢伏特加本身的味道，
也可以在饮料中加入伏特加，口感新奇美妙。
售价：不同品牌价格差异很 大，超市中出售的伏特加约为
1000-2000 卢布 / 瓶
推荐购买地点：圣彼得堡市场

           南航独家 Tips：

1、伏特加是世界八大烈酒之一，酒精含量通常在 40-60% 之间，酒

量较浅的人谨慎尝试。

2、伏特加通常加冰块或柠檬片饮用，也可与其他饮料或酒类混合饮

用。

3、购买前，请向航空公司了解酒类行李运输的规定，其或对酒类行

李的容积、数量及酒精含量有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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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2 俄罗斯套娃

套娃是俄罗斯民间的一种木质玩具，一般由七、八个木娃由大到小依次套在一起，可分开，也可以合在一起。俄罗斯套娃的形象
一般是俄罗斯农家姑娘，穿着漂亮的连衣裙，戴着头巾，金发碧眼，亲切朴实。
售价：根据套娃的质量而定，一般的套娃售价在 500-1000 卢布 / 套
推荐购买地点：圣彼得堡纪念品市场

TOP 3 琥珀

俄罗斯琥珀资源丰富，地球上 80% 的琥珀都产自俄罗斯，在这里购买物美价廉的琥珀制品送给亲朋好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售价：视琥珀制品的质量而定
推荐购买地点：圣彼得堡纪念品市场

TOP4 鱼子酱

鱼子酱是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特产，最高级的鱼子酱在售价
上完全高过相同重量的黄金。鱼子酱不止味道鲜美，而且营
养价值丰富，是来俄罗斯必须买的伴手礼之一。
售价：根据鱼子酱的质量而定，超市内售卖的鱼子酱约 1000-
2000 卢布 /500g
推荐购买地点：超市或食品商店

TOP 5 复活节彩蛋

复活节彩蛋是俄罗斯历史悠久的手工艺制品，简直可以说是
俄罗斯的象征。它在俄罗斯东正教中有着复活和重生的意义，
是一份地地道道的纪念品。
售价：100 卢布左右
推荐购买地点：圣彼得堡纪念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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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货地点3 

圣彼得堡图书大楼

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圣彼得堡图书大楼是绝对要去的地方之一。在书香之中，感受俄罗斯文化魅力，逛累了还可以去二楼的咖啡吧，
欣赏涅瓦大街和周边美景，书店内还有很多明信片和冰箱贴出售，很适合购买纪念品。
必败好物：明信片
地址：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28
如何前往：乘坐地铁 2 号线 ( 蓝线 ) 或 3 号线 ( 绿线 ) 的换乘站在 Гостиный двор 站下车即可

Gallery of Dolls 商店

喜欢购买工艺品送人的旅行者应该去 Gallery of Dolls 商店看看，这是一家专门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里面售卖各类玩偶，包
括芭蕾舞演员、小丑、老太婆、骑士等，适合送给女孩或小孩。
必败好物：俄罗斯工艺品
如何前往：搭乘地铁到 Sadovaya 站下

圣彼得堡纪念品市场

圣彼得堡的纪念品市场中的每个摊位上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礼物，套娃、头巾、彩蛋、国际象棋等俄罗斯特色商品应有尽有，
其中俄罗斯手工艺人做的套娃十分精致，值得购买。
必败好物：俄罗斯套娃
地址：Конюшенная площадь，дом 1 
如何前往：前往救世主滴血大教堂时，可以顺道去一下，步行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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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7
莫斯科站 历史中心 圣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附近

周边玩乐
莫斯科站、剧院、博物馆

市内主要景点
冬宫、滴血大教堂、涅瓦大街 圣彼得堡机场

交通 乘坐火车中转去其他城市十分方便 大多数景点走路即可抵达 没有地铁，开车到市中心约 40 分钟

均价 500-1000 元人民币 800-1200 元人民币 800-1500 元人民币

优点
文艺气息浓厚

出行游玩较为方便
游玩景点十分便利 中转方便

缺点 住宿环境较为嘈杂 酒店住宿水平参差不齐 距离景点远，游玩不便

适合谁 会前往俄罗斯其他城市游玩的旅客 初次来到圣彼得堡的人 商务出差及在圣彼得堡中转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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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8
外部交通1

飞机

圣彼得堡普尔科沃机场占地 15 平方公里，离市区 20 公里，南航航班信息如下：

火车

圣彼得堡有 12 条铁路干线呈放射状分别通向赫尔辛基、华沙、莫斯科等俄罗斯其他大城市，圣彼得堡最主要的 5 座火车站
具体信息如下：

站名 发往地区 地址 如何前往 官网

莫斯科火车站 来往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л. 

Ленина, 6

乘坐地铁红线到达

Площадь Восстания 站或

绿线到 Маяковская 站；

http://moskovskiy-vokzal.

ru/

波罗的海火车站
从圣彼得堡到爱沙尼亚首都

塔林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б. 

Обводного канала, 120

乘坐地铁红线至

Балтийская 站下车

http://baltiyskiy-vokzal.

ru/

维杰堡斯克火车站

可到达普希金城、拉脱维亚

首都里加、白俄首都明斯克”、

乌克兰首都基辅及摩尔多瓦

首都基什尼奥夫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Загородный проспект, д. 

52

乘坐地铁红线到达

Пушкинская 站即可
http://vitebskiy-vokzal.ru/

芬兰火车站
通往北方和芬兰首都赫尔辛

基

乘坐红线到 Площадь 

Ленина 站出来即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л. 

Ленина, 6

http://finlyandskiy-vokzal.

ru/

拉多加火车站
发往圣彼得堡东部和北部方

向及芬兰赫尔辛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За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 73

乘坐地铁橙线到达

Ладожская 站
http://lvspb.ru/

* 以上航班信息仅供参考，请以实际查询为准（以上时间均为当地时间）

航线 航班号 起飞 到达 飞行时间 班期

乌鲁木齐 - 圣彼得堡 CZ6035 17:55 19:00 6 小时 5 分钟 周一、二、四、六

圣彼得堡 - 乌鲁木齐
CZ6036 20:30 07:00（+1 天） 5 小时 30 分钟 周一、二、六

CZ6036 20:30 06:55（+1 天） 5 小时 25 分钟 周四

火车票可以在各大火车站、中央火车票售票处、遍布全城的旅行社或在网上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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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航独家 Tips：

在圣彼得堡，每一座地铁车站都是别样的风景线，装潢华丽，风格

不一。所以，在赶地铁的同时，可别错过欣赏车站的美。此外，圣彼

得堡的地铁还是世界最深的地铁系统之一，其中，冬宫附近的 5 号

线的海军部站（Admiralteyskaya）是最深的地铁站，从地面乘电

梯下到站台居然要花 5 分钟之多，感兴趣旅客可以前往体验。

      南航独家 Tips：

圣彼得堡没有为游客准备的交通通票，所以每次乘车都需要买票。

地铁站售票处会出售电子票“Проездные Билеты”，有固定的使

用次数和使用时限，价格为 265 卢布（7 天 /10 次）、485 卢布（15

天 /20 次）。

地铁

现在圣彼得堡共有五条线路运行，没有环线，地铁系统也不算
复杂，间隔时间通常为两分半钟，价格为 35 卢布。

有轨电车

圣彼得堡有轨电车的历史比较悠久，但由于电车比较老旧，因
此不建议旅行者搭乘，它更适合成为镜头的拍摄对象，在晚上
特别漂亮。

公交车

圣彼得堡的公交线路多，如果住在涅瓦大街附近，那么公交出
行十分方便。不过圣彼得堡公交站牌上的字比较小，站牌也比
较高，不太方便查看，如有问题建议向售票员询问。

出租车

在圣彼得堡，除了出租车之外，也会有许多私家车愿意载客出行，
价格大约为几十卢布。无论是选择出租车还是私家车，都需要
在上车前谈好价格。为安全起见，如单独出行，不建议选择私
家车。以下为圣彼得堡常见的出租车品牌及电话：
Bats Taxi：07727-367-3702
Pronto Cab：07727-823-3995
E Cab：07727-525-8987
Blue Star Cabs：07727-327-4104
Suncoast Yellow Cab：07727-821-7777

内部交通2

汽车

圣彼得堡的长途客运分市郊长途、跨省长途和国际长途。乘长途汽车可抵达莫斯科和周边各州的市镇，乘国际长途可前往白
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芬兰等欧洲国家。市郊长途和省际长途主要由国营“客运汽车公司”经营。参与国际长途客运经营
的还有民营公司和旅游汽车公司。赫尔辛基与圣彼得堡相距只有 400 多公里，每日均有频密的长途巴士来往两地。

购买地点：中央火车票售票处（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е кассы）
地址：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б. канала Грибоедова, 24
到达方式：乘坐地铁蓝线到 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沿河往南走 240 米即到达。
另外，如果不想在售票处排队的话也可以在俄铁网站购买。
网址：http://pass.rzd.ru/main-pass/public/en
注意事项：注册会员后选择或输入始发站和终点站就可以找到符合的列车，点击自己想要的列车，点击“Route”可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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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9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

美能拯救世界。
来到圣彼得堡，

小到教堂中的一块马赛克，
大到教堂宫殿上的华丽圆顶，

无一不能带给你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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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 - 莫斯科双城艺术文化 7 日之旅
行程亮点：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感受俄罗斯风情之美，品味俄罗斯美食。
适合谁：深度游旅客、自助游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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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宫 - 圣彼得堡纪念品市场

早起在冬宫河岸边的码头乘船前往夏宫。夏宫也被称作彼得宫，它距圣彼得堡市约 30 公里，
位于芬兰湾南岸的森林中，是历代俄国沙皇的郊外离宫。夏宫的建筑极其华丽，有着“俄罗斯的凡
尔赛”的美誉，除了精美华丽的建筑之外，圣彼得堡最漂亮的夏园更是不可错过。漫步在园中的
林荫大道上，欣赏美丽的花园风景，还可以看看意大利大师的雕像作品，最重要且最不可错过的
是这里的隆姆松喷泉，有 37 座金色雕像，29 座潜浮雕，150 个小雕像，64 个喷泉及两座梯形瀑
布组成的喷泉群，既华丽又浪漫。

傍晚，搭船回市中心。吃过晚饭后再去圣彼得堡纪念品市场逛逛，可以在这里买一些明信片
写好给亲友的祝福，再回到酒店早点休息。

冬宫 - 救世主滴血大教堂 - 米哈伊洛夫斯基花园 - 圣彼得堡图书大楼

乘坐南航航班抵达圣彼得堡，随后搭乘地铁前往冬宫广场。举世闻名的冬宫在最开始是
叶卡特琳娜二世女皇的私人博故馆，馆内有 400 个展厅和陈列室，艺术品超过 270 万件，其
中最不能错过的展品有埃及的木乃伊、孔雀大钟、达• 芬奇的圣母画像以及伦勃朗的《浪子回头》。
如果你是文化艺术爱好者，那一定要仔细游览冬宫广场，尽情徜徉在艺术的海洋中。

下午，吃过午饭后前往救世主滴血大教堂。救世主滴血教堂也被称为基督复活教堂和基
督喋血教堂，仿照莫斯科红场上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而建。教堂内最出名的即是精美的马赛
克拼图和壁画，教堂旁边就是米哈伊洛夫斯基花园的入口，可以从这里进入米哈伊洛夫斯基
花园游玩。 

2
DAY

1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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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城 - 叶卡捷琳娜宫

早上，起床后从维捷布斯克火车站搭乘火车至 Detskoye Selo 站下车后，再换乘 371 路或
382 路公交抵达普希金城。普希金城又叫“皇村”，因为这里不仅是普希金生活学习的地方，也是
叶卡捷林娜宫和亚历山大宫的所在地。

中午，可以细细游览这里的建筑，尤其是叶卡捷林娜宫，天蓝色的宫殿外观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造型各异的雕像也显得趣味十足，这里的音乐厅、琥珀厅中的装饰更是美焕绝伦，宫殿前扶额沉
思的普希金像也正在等待着游人和他拍照留念。

下午，可以在叶卡捷琳娜宫公园中漫步，在清新的空气中来一次悠闲惬意的野餐，静静品味
俄罗斯美食，吃饱了还可以小憩一会儿，感受在异国他乡的闲适自在。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不时
还会有小松鼠路过，如果你在深秋时节前来，还能欣赏到金色树叶满园飘落的美景，别有一番意境。

傍晚，回到圣彼得堡市中心，吃过晚饭后回到酒店早点休息。

涅瓦河 - 涅瓦大街 - 机场 - 莫斯科

早晨起床后，先去涅瓦河边走走，这是圣彼得堡的母亲河，在微风吹拂中欣赏涅瓦河风光，
随后再去涅瓦大街走走，在鳞次栉比的商铺之中选择自己中意的手信带回去。

下午，回到酒店收拾行李前往机场，乘坐飞机飞到莫斯科，抵达莫斯科后先前往酒店办理入
住手续。

4
DAY

3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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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场 - 克里姆林宫

早上，吃过早餐后前往红场。红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广场
之一，也是俄罗斯举行各种大型庆典和阅兵的地方。红场占地
七万多平米，这里有错落有致的红墙、钟楼、教堂，都极富俄
罗斯风情，随手一拍都是美景。

下午前往红场西边的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曾是莫斯
科公国和 18 世纪以前的沙皇皇宫，十月革命以后这里成为了
苏联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克里姆林宫建筑群中包括大克里姆
林宫、多宫、圣母九天教堂、参议院大厦、伊凡大帝钟楼等著
名建筑，十分宏伟，可以用半天时间来慢慢游览和拍照。

晚上，在市中心用完餐后早点回酒店休息，为次日出行做
好准备。

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 普希金造型艺术博
物馆 - 新波德列兹科沃跳蚤市场

在酒店用完早餐后，搭乘地铁去圣瓦西里
升天大教堂，来到这里一定要和金色的大圆顶
一起照一张如同童话般的照片。随后可以沿着
莫斯科大道步行去俄罗斯首屈一指的普希金造
型艺术博物馆，相比于国立博物馆来说，普希
金造型艺术馆中大多是一些精致的私人藏品，
其中最令人着迷的当属 17 世纪的荷兰大师伦
勃朗的几幅肖像画和独特的特洛伊珍宝，一定
要细细品味。

下午，乘坐地铁前往新波德列兹科沃跳蚤
市场，可以在这里淘一些好玩的俄罗斯纪念品，
跳蚤市场附近也有很多小吃，逛累了还可以吃
点东西。

晚上，回到市区后，沿着莫斯科河畔前往
阿尔巴特街，这里是选购伴手礼的最佳地点，
可以尽情买买买之后再回酒店休息。 

5
DAY

7
DAY

莫斯科大学 - 机场

早上起来前往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是俄
罗斯唯一的一所综合类大学，也是俄罗斯最重要
的大学之一。莫斯科大学占地广阔，环境优美，建
筑兼具现代和复古特色，值得慢慢拍照游览。

中午在莫斯科大学附近用餐，游览完毕后回
到酒店收拾行李前往机场，乘坐南航航班回到舒
适的家。

6
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