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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大台阶 

"罗马最著名的大台阶"

西班牙大台阶无疑是全欧洲最长与最宽的阶梯，总共有138阶，从西班牙广场
, 连接以 教堂 为名的山上天主圣三教堂。西班牙大台阶是罗马巴洛克式艺
术美的一座经典建筑，由建筑师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于1723年至1725年
间建造，此前该城获得了法国外交官埃蒂安·盖菲尔的遗产资助。西班牙大
台阶被称为欧洲最宽的楼梯，被认为是罗马首都的标志性地标，吸引了当地
人和各国游客。 旧船的喷泉和底座相呼应，往右边走就是英国诗人济慈的故
居。虽然这座历史悠久的大台阶规模庞大，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大台阶
的角落偶尔会点缀着彩色杜鹃花时，大台阶显得更加迷人充满魅力。

 +39 06 06 0608 (Tourist Information)  Piazza di Spagna, 罗马

 by Delightin Dee on 
Unsplash   

La Pergola 

"意大利最好的之一"

La Pergola酒店在优雅的环境中提供一流的美食，并享有罗马最美丽的景色
之一。 La Pergola为客人提供最高级别的美食，使其成为城市和意大利最好
的用餐体验之一。它的成功部分归功于Heinz Beck，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厨师
，将地中海式烹饪的原创演绎与不同寻常的表现相结合。菜单每个月都在变
化，亮点包括三文鱼馄饨装满鱼子酱和酸奶油，茄子酱配龙虾和番茄以及三
文鱼炸丸子在绿色米饭中煎炸。有一个特殊的糕点和甜点的选择，以及来自
世界各地的丰富的酒单。

 +39 06 3509 2152  romecavalieri.com/it/la-
pergola-it/

 romhi.lapergolareservati
ons@waldorfastoria.com

 Via Alberto Cadlolo 101,
Rome Cavalieri-Waldorf
Astoria, 罗马

 by Pedelecs   

拉菲特画廊 

"位于Friedrichstraße大街上的法国风情"

这家著名巴黎百货商场的分店为严肃的德国首都增添了几分地中海式优雅。
位于东柏林的著名购物街Friedrichstraße上的 Friedrichstadt-大道购物中
心内，这里有知名设计师的最新时装，如伊夫·圣洛朗和皮尔卡丹。这座建
筑的设计、自然采光的室内装饰和引入注目的玻璃屋顶也是同样标新立异。
但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块玻璃不时会掉到人行道上来，让行人一阵混乱，
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热议。地下层的美食中心跟西部百货商场的那个富有传
奇色彩的美食中心一样，也是品尝新鲜牡蛎的好地方。

 +49 30 20 9480  www.galerieslafayette.d
e/

 berlin@galerieslafayette
.de

 Friedrichstraße 76-78,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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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百货商店 

"英国中部的哈罗德百货公司"

英国百货商店里面拥有的男式品牌服饰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有迪赛
尔、汤美 希尔费格、 伊夫.圣罗兰、卡尔文和迪奥等，而女装品牌则包含积
吉尔、普兰尼特、霍布丝以及丽诗加邦等。商店内物品齐全，无论是正装、
休闲装还 是晚礼服、女帽类以及女用贴身内衣裤等，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化
妆品部、糖果销售部、餐厅、家具展厅、咖啡馆, 美容中心以及其他。这里
是伯明翰的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尤其是那些购物狂们不能错过的必游之地。

 +44 121 236 3333  www.houseoffraser.co.uk  Corporation Street, 伯明翰

 by Booking.com 

贝尔菲瑞宾馆 

"四星级的度假宾馆"

贝尔菲瑞宾馆是整个城区最知名的几家宾馆之一。这是一个度假宾馆，距离N
EC和机场都只有十五分钟的距离。宾馆占地面积广阔（占据了五百英亩的乡
间土地），宾馆拥有三个十八洞的高尔夫球场。正如宾馆对自身的宣传语一
样，这里作为“英国位置最好的会议、高尔夫及休闲宾馆”名副其实。贝尔
菲瑞宾馆内有五个餐厅，八个酒吧以及大约700名员工，作为这里的客人，相
信您能获得足够体贴的服务。

 +44 844 980 0600  www.thebelfry.co.uk/  enquiries@thebelfry.com  Lichfield Road, Sutton
Coldfield

 by David Gallard (Mr Guep)
   

披披海滩 

 +390789955012  www.phibeach.com  info@phibeach.com  59 Strada Provinciale,
Baia Sardinia

 by Simon   

撒丁岛 

"地中海之美"

撒丁岛被吹捧为非洲大陆最古老的土地之一，拥有无与伦比的地中海魅力。
其历史可追溯到腓尼基人和努拉克文明，其悠久的历史在其保存完好的多样
建筑中得到了体现。从罗马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到充满地中海风味的美
味佳肴，游客都可以欣赏到。

 www.regione.sardegna.it/  Sardinia, Sardinia

 by cristianocani   

Orto Botanico 

"植物园"

植物园建于1853年，但只在1866年开放。有利的小气候意味着热带植物以及
典型的撒丁岛可以种植。 1966年，一个致力于药用植物的部门被打开，种植
了150种不同的物种。花园里有600多种树木，包括榕树，商陆，黛拉，桉树
，诺丽娜和木麻黄。意大利花园独特，也许在整个欧洲是来自摩洛哥的Argan
ia Sideroxylon罗姆。花园里还有罗马时代建造的水井和水箱。

 +39 0706753501  11 Viale S. Ignazio, Cagli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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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里贾纳玛格丽特 

"酒店在城市的历史中心"

这家优雅的酒店坐落在市中心，离港口不远。设有一个享有城市历史中心美
景的露台。 Regina Margerita酒店优质的服务，礼貌和专业的服务使其成为
卡利亚里最着名的酒店之一。它在码头区。

 +39 070 67 0342  44 Viale Regina Margherita, Cagliari

 by Resy 

拉乌尔的 

"嘻哈小酒馆"

拉乌尔可能会激起好奇心，当你走过去，看到它的包装不管小时。你会发现
这个酒吧里装满了波西米亚的人群，如果你幸运的话，也许是一个名人。菜
单包括牛排，如牛排金Poivre等。这个法国餐馆有很多提供，所以吃晚饭和
喝一杯。

 +1 212 966 3518  raouls.com  info@raouls.com  180 Prince Street, 纽约 NY

火星酒吧餐厅 

"明智之选"

火星酒吧餐馆绝对是SoMa享受上班之人的聚脚地。在这酒吧中的每个人都是
友善的单身贵族。千万不要被严肃的门卫吓倒，一旦你通过了他，你就会发
现这里满是微笑和热情好客。这里的饮料都很高、很厉害。即使这里被挤得
水泄不通，服务还是很快。你能在后庭的阴影处休息，但这并不代表你有很
多私人空间。在挤满人的酒吧前坐下，点一个薯条，再在众人目光底下，随
着墨城音乐起舞。之后还可以玩玩撞球和飞镖。这是那种你可以一个人去的
酒吧，因为不久之后，肯定会搭上一些朋友。

 +1 415 621 6277  www.marsbarsf.com/  events@marsbarsf.com  798 Brannan Street,
Between Gilbert Street &
7th Street, 旧金山 CA

加入我们:
cityseeker.com

条款及条件  |   隐私政策  |   应用程序接口  |   联系我们  |   版权 2022 CITYSEEKER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booking.com/hotel/it/hotelreginamargheritacagliari.html
https://cityseeker.com/zh/sardinia/78911-里贾纳玛格丽特
https://resy.com/cities/ny/raoulsrestaurant
https://cityseeker.com/zh/new-york/1226-拉乌尔的
https://cityseeker.com/zh/san-francisco/6411-火星酒吧餐厅
http://cityseeker.com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 - Terms of Service 2012.doc
https://cityseeker.com/doc/wCities-Privacy_Policy.doc
http://wcities.com/
https://cityseeker.com/san-francisco/about-us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