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 16 日路线

【与众不同的小众之旅】



行程特色：

※深藏于地下迷宫之中的酒窖

※经典电影《波将金号战舰》中的

傲世阶梯

※市集广场邂逅乌克兰美女

※世界十大摄影景观“爱情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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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北京-伊斯坦布尔-基希讷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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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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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

Ataturk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t

落成于 1924 年，位于伊斯坦布尔市欧洲部分的叶希尔柯伊

(Yesilkoy)，距离市中心 24 公里。1980 年，为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的

缔造者和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而改名为阿塔图尔克国

际机场。此机场一共有三个航站楼：一号航站楼起降土耳其国内航

班，二号航站楼起降国际航班，三号为货机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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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90 212 463 300

地址

Yeşilköy,34149 İstanbul,Turkey

主页

http://www.ataturkairport.com/

基希讷乌国际机场

Chisin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基希讷乌国际机场位于基希讷乌市中心东南方向 13 公里处，主要由

摩尔多瓦航空、奥地利航空等航空公司经营，目的地包括圣彼得堡、

维也纳、迪拜、慕尼黑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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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2 基希讷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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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博物馆

Pushkin Museum

普希金博物馆(Pushkin Museum)位于一座农舍内，俄罗斯诗人亚历山

大普希金曾于 1820-1823 年在这里度过了三年流放生活，写下了传世

名作《高加索的囚徒》。

联系方式

22 292 685

地址

Str Anton Pann 19,Chisinau,Mold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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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stirea Curchi
Manastirea Cur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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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inau 城市周边一日游比较好的选择。该教堂在 Orhei（小城

名），距离首都 40 公里，当地高速还是非常发达的。教堂位于山谷

里，面临小湖，宁静而优雅，几乎没有游客的身影，是当地人选择拍婚

纱的地儿。在这里，还偶遇了 92 岁德国留学的大咖神父，还有乡村闲

逛碰到农妇热情端出洗的干干净净的一盘水果，感觉特别温暖。一路上

很多向日葵花海，郊游不错。

门票价格

无

地址

摩尔多瓦奥尔海伊

到达方式

自驾

斯特凡大公公园

Stefan Cel Mar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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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大公公园(Stefan cel Mare Park)是城市中主要的散步游玩区

域。公园的大门矗立着一尊斯特凡大公本人的雕像，这位中世纪的摩尔

达维亚大公是摩尔多瓦强大勇敢的历史的最好见证。。

地址

Blvd Stefan cel Marc, Chisinau, Moldova

基希讷乌凯旋门

建于 1840 年的凯旋门，屹立于基希纳乌市中心广场。白色石材建造

的凯旋门，代表着摩尔多瓦曾经的辉煌！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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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基希讷乌

参观 Orheiul Vechi 考古遗址及博物馆★，这也是摩尔多瓦最

有趣的地方，它坐落在 rant 河谷中，四周是悬崖峭壁，这里

风景秀丽，有传统的摩尔多瓦村庄和建筑在 Trebujeni 村★享

用午餐欣赏传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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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ova 酒窖

Cric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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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 chisinau 城边，拥有在世界唯一的地下迷宫。酒窖深度大概在地下

80 米，长度约 12 公里，大部分不开放。仍存放 1902 年及以后年份酿

酒，藏酒室也非常壮观。很多国家领导人在这里拥有自己的藏酒。可以到酒

窖门口参加该公司品酒团，坐电瓶车进入地窖，参观酒窖、藏酒室，地道等

等，最后是品酒，还不错，大约 1.5 小时。地窖非常冷。

小贴士：

地窖非常非常冷，尽管是炎炎夏日，我穿了两件上衣都很冷。

门票价格

600 当地币（折合 RMB 约 200）

地址

Cricova,摩尔多瓦

到达方式

打车，离城区不远，当地打车可议价。

圣诞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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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东正教教堂。与西欧的天主教堂相比，东欧的东正教堂无一不

金碧辉煌，内部真放东西呐。外形是典型的洋葱头，但摩尔多瓦、乌

克兰的洋葱头和俄罗斯遍布的滴血教堂又有差异，这里非常典型。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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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蒂拉斯波尔

前往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目前，该地区单方面要求独立，但并

未得到国际承认，上午我们将参观蒂吉纳堡垒★，修建于彼得·

拉雷什统治时期，

并保存至今，是摩尔多瓦防御建筑中的杰出代表。

后参观摩尔多瓦第二大城市蒂拉斯波尔，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行

政中心。

午餐后，前往 Noul Neamt 修道院。晚返回基希纳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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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l Neamt 修道院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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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5 敖德萨

乘专车前往黑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乌克兰敖德萨州首府敖

德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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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德萨港口大阶梯

这是敖德萨著名的景点，中国海员到敖德萨，都可以看见这个阶梯。

它是世界经典电影《波将金号战舰》中，世界电影首次使用蒙太奇镜

头的阶梯。敖德萨是卫国战争中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它也是前苏

联获得的”英雄城市“称号的城市之一。

地址

-

到达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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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浴场阿尔卡季

游览敖德萨著名海滨浴场阿尔卡季，漫步海滩，或是换上泳衣，投入

到清澈的“黑海”海水中，享受一段恬静的休闲时光。温馨提示:如果您

希望今天下午黑海“湿身”的话，请在出行时带上泳衣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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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6 敖德萨

晚乘坐夜火车前往利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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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德萨地下洞窟

敖德萨地下洞窟★，敖德萨城下有大量洞窟，最初因建设城市取建材而

形成，其后曾经成为以前当地走私犯藏匿地、二战时游击队员秘密活动

的地方；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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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德萨歌剧和芭蕾舞剧院

敖德萨歌剧和芭蕾舞剧院（外观），柴可夫斯基等大师曾在此进行演

出；游览敖德萨文化艺术一条街。

地址

-

敖德萨奠基人纪念碑

Monument to Odessa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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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黎塞留铜像背后向内陆走约 100 米，会看到一个三岔路口，中间矗

立的是敖德萨奠基人纪念碑。居中的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底座四方各立

敖德萨开城功臣各一，当中包括第一任市长 de Ribas。碑上的像在

1900 年初立，20 年后拆走，于 2007 年再立。其中叶卡捷琳娜大帝像

要重铸，各开城功臣像则在博物馆搬返；然而叶卡捷琳娜曾下令拆毁扎

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木堡，重立计划曾引起乌克兰国内极大争议。碑旁有

多国语文简介，包括简体中文、日文和阿拉伯文。

地址

Katerynyns'ka Square, Odesa

到达方式

从海滨大道中央的黎塞留铜像背后向内陆走约 100 米，途中可顺道

欣赏三四层的古典风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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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7 利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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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沃夫城堡

Lviv High Castle

利沃夫全城最高点(413 米)曾建有城堡。现存的废堡建于 1362 年。

不消说，城堡日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伤痕累累。直到 1869 年，统

治利沃夫的奥地利人把城堡拆除，只余一段南墙。从这里回望市政 厅

钟楼，应有另一番风致。

到达方式

从自由大道或市集广场向北走，都会碰到电车轨，那就是Вул.Ів
ана Гонти 街。转右(向东)，见到分岔路时向左边上山的一 条路

走，再见到路口时，向左稍微下山的一条路走，走到下一个路 口时

转右上山，就会进入城堡公园的范围。

利沃夫市集广场

Rynok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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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广场在 14 世纪下半时出现，已超过 600 年历史，见证过不少波

兰和乌克兰的历史事件。广场中央是市政厅，广场四周有不少富特 色

的古典建筑物，包括门牌 4 号的“黑屋”，门牌 6 号，内有意大利 式

庭院的波兰国王行宫。门牌 24 号是俄国彼得大帝住过的房子等。东

北方有药物博物馆，现在这里虽不见市集，却是游客探索利沃夫旧城

的热门起点。夏天常见露天咖啡座，还有身穿十九世纪民族传统服装

的女糖果小贩。

门票价格

波兰国王行宫门票：成人 8 格里；儿童 3 格里

意大利式庭院门票：2 格里/人；摄影票 20 格里/人

开放时间

波兰国王行宫开放时间：10:00-17:30，周三休息。药物博物馆开放时

间为 10:00-17:00。家具博物馆开放时间为 11:00-17:30，周一休息。

到达方式

自由大道舍甫琴科像以南的街道有电车途径，向东(转左) 走，经过拉丁

大教堂后即见到市集广场的东南角。电车也会在广场一带上下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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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沃夫市政厅

Town Hall In Lviv

市政厅位于市集广场中央。可以说有了市集广场就有了市政厅。现在的市政

厅于 19 世纪重建，其四个分别有四个希腊罗马神诋的雕像：狄安娜、尼普

顿、阿多尼斯和安菲特里忒的雕像。市政厅中央是钟楼，游客只要付 5 格

里，就可登梯，经过钟楼大钟的机器，到达周楼顶部观赏利沃夫风景。塔顶

虽然没有像样的观景平台，但是只要谨慎，不会有太大危险。市政厅正门经

常有活动：夏天有周一探戈舞会，冬天有溜冰场。

开放时间

9:00-17:00；周六周日 11:00-19:00，周一不开放

地址

1 Rynok Square,Lviv

到达方式

自由大道舍甫琴科像以南的街道有电车途径，向东(左)转走，经过拉

丁大教堂后即见到市集广场的东南角。电车也会在广场一带上下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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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8 利沃夫



D8

喀尔巴阡山

喀尔巴阡山★是乌克兰利沃夫市的旅游景点，位于利沃夫市的西南方向

100 多公里的地方，是乌克兰最大的天然的室外滑雪基地，这里山青水

幽，环境优美，素有“森林公园”的美誉。喀尔巴阡山的春天和夏天山青水

求，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空气清新，是天然的氧吧，也是非常不错的

疗养基地;秋天的漫天黄叶，是非常美丽的景致。其中著名的景点有喀尔

巴阡山的眼泪—布列别涅斯库湖：喀尔巴阡山脉在乌克兰境内海拔最高

的山间湖，湖水凉洌且清澈可见深底。自然奇观—水仙花谷：欧洲大陆

唯一一处有野生水仙生长的地方，五月山谷鲜花盛开，景色十分美丽玫

瑰花海：喀尔巴阡山脉的深处盛开着一种品种极其稀有的玫瑰花，这种

玫瑰花花期很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如期赶来观赏花海美景。浪漫

之湖—捏萨姆维特：湖边天气变化多端，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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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9 利沃夫

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沿途参观小镇克莱旺，这里有著名的“爱
情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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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隧道

“爱的隧道”位于乌克兰东部一个名叫克莱旺的小镇附近，是一段长约 3

公里的铁路。但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四周是由树木及绿色藤蔓围

绕而成，绿色植物构建成了拱形结构，将整条铁路包裹起来，变成了一

条绿色的通道。这里有著名的“爱情隧道”，有人说它是这个星球最漂亮的

火车道，被列入“世界十大最佳摄影留念景观”，实际上它是乌克兰西部城

市罗夫纳郊区一家工厂的铁路专线，因被自然植被完全包裹，形成了这

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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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0 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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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洞窟修道院

Kyiv Pechersk Lavra

基辅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建于 1051 年，是东正教

“罗马”的核心。修院区分上下二区，上区除教堂之外，另设至少五个另

需付费的博物馆，分别展出微缩艺术品、乌克兰民族和装饰艺术品、古

珠宝、剧场、音乐和电影展品，以及印刷品。下区是东正教僧侣葬身之

处。由于洞窟温度较低，遗体容易变干。进入僧侣陵区时，应先避开朝

圣人群和烛火，游人应先注意衣着，女性要披头巾，裙需过膝，男性不

得穿短裤汗衫(t 恤)进入。

小贴士：

电话：

导赏部：00380-44-2803071

办事处：00380-44-2806646

微缩艺术品博物馆：00380-44-2808137

民族和装饰艺术品博物馆：00380-44-280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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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珍宝博物馆：00380-44-2801396

剧场、音乐及电影博物馆：00380-44-2805131

印刷品博物馆：00380-44-2802210

网址：

修院区：[www.kplavra.kiev.ua](http://www.kplavra.kiev.ua)

微缩艺术品博物馆：

[www.microart.kiev.ua](http://www.microart.kiev.ua)

民族和装饰艺术品博物馆：

[www.mundm.kiev.ua](http://www.mundm.kiev.ua)

古珍宝博物馆：[www.miku.org.ua](http://www.miku.org.ua)

门票价格

修院区：成人 50 格里/人；学生 25 格里/人；摄影机补票 100 格

里。下区洞穴蜡烛 2 格里/支

微缩艺术博物馆：成人 10 格里/人，学生 3 格里/人

民族和装饰艺术品博物馆：成人 20 美元，学生 5 美

元古珍宝博物馆：成人 30 格里，学生 4 格里剧场、

音乐及电影博物馆：成人 6 格里，学生 4 格里印刷

品博物馆：成人 5 格里，学生 2 格里

开放时间

修院区：夏天 8:00-19:00，冬天 9:00-18:00，关门前 1 小时停止

售票微缩艺术品博物馆：9:30-13:30,14:30-19:00，周二休息

民族和装饰艺术品博物馆：10:00-1

地址

21 Ivana Mazepy,Ky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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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可选择地铁 M1 红色线到达军器厂站(Арсенальна / Arsenalna)出

站后向左(南)走，在公车站乘 24 路公交或 38 号无轨电

车，在第二个站下车，再向南步行 200 米左右，就能见到洞窟修道

院的售票处。

基辅大学

游览马琳宫外景及公园、基辅大学（红楼）及基辅歌剧院外景。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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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斜坡

Andriyivskyy Descent

安德烈斜坡是基辅古老的文化街，因街上有安德烈教堂而得名。基辅罗

斯时代，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均住在下城，安德烈斜坡是从上城到下城最

近的路，因而成为手工业产品的交易场所。目前，这条街道已按上个世

纪的原样修复，沿街设有手工艺作坊、艺术沙龙，出售各类具有乌克兰

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和纪念品。安德烈大斜坡长 720 米，是由圣安德烈

教堂蜿蜒至 Podil 区的下坡 路，由于是游客常至之地，人行路边也有

不少摊档，卖的差不多都是各类游客纪念品，包括手工艺品，绘画和苏

联风物品。

地址

Andriyivsky uzviz Verkhniy Go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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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方式

如由南进，请参考圣安德烈教堂的到达方式。如从 Podil 区进(即

北进)，就在地铁 M3 绿线的合约广场站(Контрактова
площа/Kontraktova Ploshcha)下车，在南边的出口可见到公交

车总站，沿电车轨向左(东南)走约 300 米，以圣安德烈教堂的绿顶

为路标，走到岔路口时右转(西南)，便走入安德烈下坡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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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1 基辅-明斯克

今日傍晚飞抵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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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金门

Golden Gate

从圣弗拉基米尔大教堂向北走约 200 米，便可到达金门。途中会经过

国家舍甫琴科歌剧院。据载金门于 1020 年前后落成，与圣苏菲亚教

堂同年代竣工，原称南门，后来拔都西征时，金门受损，随后失修倒

塌，遗址在 1832 年被挖掘出来。及至近代，经多番考据后，政府在

原址重建金门以及一段古城墙，并设公园和博物馆。金门以西的

Yaroslaviv Val 街 1 号的红砖锥顶四层住宅骑士楼亦可观。

开放时间

博物馆开放时间为周二 10:00-17:00(最后入馆时间为 16:30)，周三至周

日 10:00-18:00(最后入馆时间为 17:30)，周一休息，冬季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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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40A Vladmirskay Street,Kyiv

到达方式

可选择搭乘地铁 M3 绿线金门站(Золотi ворота)出口旁就是金门。

主页

http://goldengate.sophiakievska.org/

基辅圣安德烈教堂

St Andrew'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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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 1847-1754 年间的圣安德烈教堂(乌克兰语: Андрiївськ а церква)
是一座东正教教堂，也是基辅主要的巴洛克式教堂。由于教堂位于山丘

上，建筑根基问题一直是保护主义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绿色金丝顶

蓝墙，在安德烈坡顶的圣安德烈教堂怎么看都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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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教堂建于 1767 年，由意大利裔建筑师，设计圣彼得堡、冬宫的

Bartolomeo Rastrelli 所设计。教堂修葺完成，以前看不到教堂里

边，现在都可以看了。旁边遍布纪念品小摊，向下步行可到达 Podil

区的安德烈斜坡。

开放时间

10:00-19:00

联系方式

+380-44-2785861

地址

23 Andriivskyi Uzviz,Kyiv

到达方式

圣弥额尔金顶修院的左方有座苏联式建筑物，那是乌克兰外交部。从外交

部大楼左方的车路走约 200 米，途中会见到一个求婚铜像，铜像前方就

是圣安德烈教堂。如从圣苏菲亚大教堂正门出发， 就在向圣弥额尔金顶

修院的路口转左，在接着的岔路后转右，直走约 300 米。

基辅第聂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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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聂伯河（英语：Dnieper；俄语：Днепр）是俄罗斯欧洲部分的第二

大河，欧洲第三大河。源出俄罗斯瓦尔代丘陵南麓，第聂伯河南南流经

白俄罗斯、乌克兰，注入黑海。长 2200 公里。流域面积 50.4 万平方

公里。河口处全年平均流量 1700 立方米/秒。主要支流有杰斯纳河、

索日河、普里皮亚季河等。上游有运河同涅曼河、西布格河及西德维纳

河相通。

地址

-

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

Boryspil International Airport KBP

在基辅市中心以东三十多公里的鲍里斯波尔机场，是基辅最主要的对外机

场。乌克兰航空飞往北京和曼谷的班机，以及飞往其国内大城市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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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航班都在这里起降。航站楼的基本旅客设施齐备。B、D、F 航站楼

供国际航班使用。

小贴士：

marshrutka 的中车：30 乌克兰格里夫纳(UAH)，终点位于市中心中央

火车站后面的广场，地铁站附近。

出租车：200-500 乌克兰格里夫纳(UAH)

Sky Bus 公司公交车：票价 25 乌克兰格里夫纳(UAH)，上车从司机处

买票。

机场外有长途客车开往乌克兰各地：

往哈尔科夫，每天约 8 班，约 7-9 小

时。往顿涅茨克，每天 2 班，约 10-11

小时往扎波罗热，每天 2 班，约 8 小时

往敖德萨，每天约十一班，约 7-9 小时

到达方式

公交车：公交 322 号连接鲍里斯波尔机场客运站 B 及 F、地铁绿

线哈尔科夫 站(Харківська)和基辅铁路总站南出口。每程 27UAH，

全日服务。

Taxi：机场经营的 Sky Taxi 从机场出发的首十公里内收费 65UAH，之后

每公里 6.5UAH。如从市区乘搭 Sky Taxi，每公里收费 3.5 UAH。 叫

车电话：+380-95-2683842、+380-95-2683845。

空中巴士(Sky Bus)：空中巴士行驶于鲍里斯波尔国际机场和市中心火车

站(南站)之间。从鲍里斯波尔机场出发至基辅市内的空中巴士准点从 B

和 F 航站楼出发，中间站靠近哈尔科夫地铁站，白天 10-15 分钟

一班，夜间 30-40 分钟一班，行驶时间为 45 分钟，可使用信用卡在线

购票。中文网址：www.skybus.kiev.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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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

http://www.kbp.aero

明斯克国际机场

Minsk International Airport

明斯克国际机场位于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机场位于市区以东约

4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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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2 涅斯维日-明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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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城堡

Mir Castle

米尔位于格罗德诺州，这里的米尔城堡是一座中世纪晚期的城堡，和 29

公里以外的涅斯维日的拉吉维乌城堡一起并列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小贴士：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是清洁日城堡不开放。

开放时间

10:00-18:00

联系方式

+ 375 01596 2 8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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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Mir Castle Complex,ул. Красноармейская 2,Mir
231444,Belarus

到达方式

米尔没有铁路只能通过长途中巴/小巴往返明斯克。米尔的汽车站在市场

广场(Market Square)，从明斯克的中央汽车站(中央火车站隔壁)

乘坐巴士前往 Korelichi, Novogrudok、Dyatlovo、Lida (途径

Novogrudok)的路线都会在 Mir 停留，车票约 2 万 5-3 万白俄卢布。

主页

http://www.mirzamak.by/en/

拉济维乌家族城堡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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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济维乌家族城堡建筑群★，这些建于 16-17 世纪的建筑，包括：城

堡、基督圣体陵墓和教堂及其周边建筑，其中的宫殿与基督圣体教堂

成为中欧和苏俄建筑发展史上重要的原型。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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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3 布列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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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要塞

Брестская Kрепос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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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斯特最著名的景点,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也是白俄罗斯著名的青

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它本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的要塞群. 苏德

战争爆发后, 处于波兰和苏联边境的布列斯特首当其冲, 德军号称这

个要塞一个冲锋就能拿下, 但驻守在这里的苏军士兵顽强抵抗, 于弹

丸之地牵制了数十倍于自己的德军兵力, 在战斗打响 30 天后, 要塞

的守军仍在坚守, 并一直向后方总部发出“这里是要塞，正在战斗”的讯

息。

小贴士：

了解布列斯特要塞的历史, 可以观看电影

地址

Брест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ГУ «Мемарыяльны комплекс « Брэсцкая

крэпасць-герой »»,Brest 224018,Belarus

别列维日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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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列维日自然保护区★。别洛韦日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

自然保护区之一，面积 1165 平方千米，位于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和

格罗德诺州及波兰东部的苏瓦乌基、比亚韦斯托克、沃姆扎省境内。

是第一批被联合国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区。

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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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4 明斯克

嘟嘟特克农村物质文化博物馆★（离明斯克 40 公里）。参观

水上的公园，包括水磨机，细木工和陶器的小型工厂，老的汽

车的收藏品，锻造车间，干酪制造小工厂。

明斯克前往有名的拉吴壁齐运动综合大楼和运动场。在奥林匹

克综合大楼和运动场散步。随后参观人民工艺品博物馆。

特洛伊茨老城区，这里面积不大，但是老式的街巷和建筑使人

能够依稀感受到当年明斯克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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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胜利广场

Minsk Victory Square

“胜利广场”是很多前苏联国家城市中心的具有代表性的广场的名字，代

表着二战中苏联在东部战线取得的胜利。

胜利广场(白俄语: Пло�шча Перамо�гі, 俄语: Пло�щ
адь Побе�ды)坐落于明斯克市中心，位于独立大街和 Zakharau 街的交

界口，是明斯克的一处地标。广场对白俄罗斯的意义相当于莫斯科红

场对于俄罗斯的意义。

广场中央的纪念碑高 38 米，顶部冠有一近 3 米的仿制“胜利勋章”
（二战时期苏联颁发的最高军事勋章）。神圣的胜利之剑陈放在纪念

碑基座上。纪念碑建于 1954 年，为了纪念二战的苏联和白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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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座四面的青铜浮雕画分别是： "May 9, 1945", "Soviet Army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Belarusian Partisans",

"Honour to Heroes who gave their lives for liberation"。

方尖碑四面的青铜花环分别代表着四条战线。其中三条战线上的士兵

为了解放白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地址

crossing of Independence Avenue and Zakharau Street

斯大林防线

Stali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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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防线”是前苏联 1928-1939 年耗巨资修建的绵亘千里的防御工程

体系，是 20 世纪的一个重要军事遗产。

是二战时期苏联为抵御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而建造的。它贯穿了整个白俄

罗斯西部。它全长 1200 公里。从北部的卡累利阿地峡一直到南部的黑

海沿岸。它是由 23 个庞大的筑垒地域构成，其中包括 4 000 多个永

备火力点，全部由钢筋混凝土和特殊材料做成的。明斯克段的防线长约

140 公里，共有 327 个永备火力点分散于 1-6 公里的纵深。工事的墙

壁有 1 ﹒5 米厚，它多么坚固！工事里面有 76 毫米火炮和马克西姆

机枪，还有观察用的潜望境。1938 年安装的发电设备至今还能运行。

到处是侧防暗堡，前面则是各种各样的工程障碍物和地雷区。防御工事

没有两个火力点完全一样，而是根据具体任务和地形修建的。有些火力

点是一层的，有些则是双层的，下面有防空洞。还有一些独特的反坦克

火力点，是用坦克做成的塔堡和装甲帽堡。

“斯大林防线”露天博物馆开放是在 2005 年 6 月 30 日。工作人员依据当年

的工程图纸对明斯克筑垒地域作了部分修复，一些工事进行了重建。已

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参观。

门票价格

仅参观，成人票价 70 卢布，儿童 35 卢布。

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 10:00-18:00，周一闭馆。

联系方式

+375-17-5032020

到达方式

建议自驾前往，斯大林线防位于明斯克区的洛什(Лошаны)以北。

主页

http://www.stalin-line.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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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5 明斯克-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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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岛

Остров слёз

眼泪岛是明斯克市内斯维斯罗奇河（Свислочь）的一个小岛,岛上的

雕塑和建筑是为悼念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丧生的白俄罗斯官兵兴

建的. 岛中央的主建筑是当年 800 多名阵亡官兵的纪念碑. 兴建纪念

碑时, 那些痛失儿子的母亲们称这个岛为“悲痛和眼泪的岛”,后来“眼泪

岛”就成了这个河心岛的名字.

门票价格

免费开放

到达方式

地铁 M2 线 Nemiga 站出站即可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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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西蒙和海伦教堂

Church of Saints Simon & E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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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西蒙和海伦教堂位于明斯克的独立广场上，也叫“红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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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国际机场

Minsk International Airport

明斯克国际机场位于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机场位于市区以东约

40 公里。

布达佩斯李斯特贶伦茨国际机场

Budapest Feriheg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布达佩斯的机场小巧精致，位于距离市中心东南方 24 公里处，两个

航站楼紧挨着，完全不必担心会在机场迷路丢失方向之类。

Easyjet、Ryanair、WizzAir 等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在这里停靠，其中

Wizz Air 是一家运营总部设在匈牙利的廉价航空，其经营的航线飞往

欧洲各国。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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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提供行李车，但需要投入 300 福林的硬币（或一欧元）才可提

车。如果你行李多，也没有硬币提行李车，也可以让机场服务人员帮你

搬运行李，收费多少可议（一般为几千福林，具体要看行李多少„）

从机场到市区：

1.出租车

机场有两个航站楼 2A 和 2B，紧挨着。在 2A 航站楼前有出租车亭，走

过去排队（人多时）到窗口告诉服务员你到哪里（这里的服务员会说英

文），然后服务员会打出一个上面写有地址的小单子，你上车时交给司

机即可。一般到市中心的车费在 23 欧元左右。不懂英文的朋友，可事

先让朋友把详细的地址写在纸条上，给服务员看即可。

2.迷你 van

这个比打车便宜，一般 2 个人加上 3、4 件行李只要 4500 福林。也

是先要排队预定。但是缺点在于你可能会和其他乘客坐同一辆车，因为

这个迷你巴士最多可做 8 个人，按顺序送。

3.机场大巴

走出机场右拐不远，有公交车 200E 机场专线，需要在自动售票机上

买单程车费，每人次 450 福林，然后检票上车（如果一次性买 10 张

单程票，是 3000 福林）。这个 200E 公交车的终点站是个交通输

杻，在那里可以转乘 M3 地铁蓝线或其它公交线路到达你的目的地。

200E 公交车从机场开到终点站大概需 30 分钟左右。

联系方式

+36 1 296 7000

地址

Budapest,1185 Magyarország

主页

http://www.bu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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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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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ICAO

机场代码：ZBAA；IATA 机场代码：PEK），简称“首都机场”，位于北京

市朝阳区，是朝阳区位于顺义区的的外飞地，是中国地理位置最重要、

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运输生产最繁忙的大型国际航空港，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有 3 个航站楼，是中国的空

中门户和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机场西路



出国行李准备表

行前事项 皮夹 
购买旅游保险  贴身腰包 

换钱、准备双币银行卡  拉杆箱 

确认护照尾页的签名  洗护用品

拔掉家用电器插头  洗发水 

锁好贵重物品  梳子 

倒掉垃圾  沐浴露 

把行程表给家人  牙膏牙刷 

妥善安置号宠物和植物  剃须刀/女性去毛刀 

结算必要的账单  脏衣服袋 

关好门窗  密封袋 

设置电子邮件自动回复  雨伞/雨衣 

文件资料 墨镜/备用眼镜 
护照及其首页复印件或电子档  充气枕/耳塞眼镜 

驾照公证及翻译件（国际驾照）  干/湿纸巾 

2 寸护照照片两张  指甲刀 

身份证  水壶 

现金/银联卡  医疗健康

信用卡  感冒药 

紧急联系信息  止泻药 

衣物箱包 维生素 
裤子  消炎药 

上衣  创可贴 

长袖衬衫  棉签 

T 恤衫  防晒霜/晒后修复 

外套  润唇膏 

休闲鞋  避孕套 

拖鞋  眼药水 

遮阳帽  其他个人特殊药品 

袜子  电子设备

内衣裤  手机 

泳装  电源转接器 

双肩背包  各类充电器 

小配包  手提电脑/平板电脑/软件 APP 



扫描查看电子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