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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Mar de Letras 

"开始他们年轻"

一家专门从事儿童书籍的书店，同时还出售一系列关于怀孕和婴儿护理，健
康和替代生活方式，生态，烹饪和导游的有趣书籍。大多数是用西班牙文，
但你也可以找到用英文和法文写的书。还有玩具，游戏，讲习班和讲故事。

 +34 91 541 7109  lamardeletras.com/  raquel@lamardeletras.org  Santiago 18, 马德里

 by Booking.com 

Artrip 

"老会见新"

Hotel Artrip酒店位于Lavapiés有趣而历史悠久的地区，位于市中心，酒店
当然是不辜负它的名字;步行即可抵达普拉多博物馆，雷纳索菲亚博物馆和蒂
森博物馆。酒店是一栋20世纪早期的建筑，经过改造，提供了两全其美的风
格，结合了早期的魅力与现代设施。公共场所经常举办临时展览，这是额外
的好处。客房的选择包括阁楼客房家庭客房为每一种客人。

 +34 91 539 3282  www.artriphotel.com/  info@artriphotel.com  Calle Valencia 11, 马德里

 by Carlos Delgado   

Circo Price 

"剧院与马戏团的融合"

马德里市政厅支持和推广，Teatro Circo不是你典型的马戏团。这个场地是
除了马戏团以外，还举办音乐会，戏剧，工作坊，时装表演和学校活动以及
许多其他活动的文化贡献者。博览会厅可容纳2000人，今后努力发展文献中
心和马戏学校是这个壮观的空间希望提供的另一项服务。

 +34 91 528 8122 (Box
Office)

 www.teatrocircoprice.es
/

 audiencias@teatrocircopr
ice.es

 Ronda Atocha 35, 马德里

 by 
Donations_are_appreciated 

几何博物馆（Geomineral Museum） 

"西班牙最大的矿物和化石收藏"

8000多种矿物标本在250多个玻璃柜中展出。矿物收集了来自西班牙各个地区
的样品，包括植物，矿石和有机质的岩石。化石部分包含西班牙和国外的脊
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包括野猪，乌龟，鳄鱼，青蛙和熊。

 +34 91 349 5759  www.igme.es/museo/  m.geominero@igme.es  Calle de Ríos Rosas 23,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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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Vic Lic   

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 

"迷人的动物和矿物的收藏"

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主要展览空间有近400万种不同类型的动物保存，包括
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昆虫，鱼类和软体动物。一些塞满大食肉动物
是壮观的标本。
1788年在阿根廷发现的有180万年历史的美洲虎（Megatherium americanum）
骨骼，繁殖恐龙，化石和矿物收藏品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博物馆借助视
听节目讲述地球上生命演变的故事，并在周末为成人和儿童组织免费教育讲
习班。

 +34 91 411 1328  www.mncn.csic.es/es  Calle de José Gutiérrez Abascal 2,
马德里

 by alecea   

马德里动物园水族馆 

"看海豚表演及其他动物"

超过2030种不同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生活在20公顷的公园里。动物园里藏有70
多种毒蛇，包括来自加蓬的毒蛇和黑曼巴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
。海豚馆可能是最受欢迎的地区，因为游客喜欢看这些聪明的哺乳动物炫耀
他们的技巧。海豚，海豹和海狮全天定期表演。水族馆拥有两百万升水和一
个壮观的热带鱼收藏。有一间餐厅，酒吧和小吃店。

 +34 90 234 5014  www.zoomadrid.com  comzoo@zoomadrid.com  Casa de Campo, 马德里

 by Stephanie Cook on 
Unsplash   

EspacioAcción 

"爬上墙壁"

这个组织提供了由合格的教练经营的一系列山区课程。您可以学习如何爬上
冰和岩石，学习如何滑雪，预测天气，适应不同的户外天气条件。课程可以
短短几个小时，一个周末，甚至是阿尔卑斯山之旅。您可以报名参加世界各
地的山区参加冒险运动。

 +34 91 326 7292  www.espacioaccion.es/  informacion@espacioaccio
n.es

 Calle Marcelino Álvarez 6,
马德里

 by Booking.com 

Novotel Madrid Puente de la Paz 

"理想的会议场所"

由于它位于郊区，因此常被用作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不想涉足市中心交通的
商务人士的聚会场所。这家四星级酒店拥有宽敞明亮，色彩鲜艳的卧室。这
是一个安静，和平的地方留下来，并提供所有您可能想要的现代化便利设施
。从机场或M-30环路到达美国大马很容易。

 +34 91 724 7600  all.accor.com/hotel/084
3/index.en.shtml#origin=
novotel

 H0843@accor-hotels.com  Calle De Albacete 1,
马德里

 by Mister No   

游乐场 

"为每个人带来乐趣的游乐场"

马德里的年轻父母们喜欢带着孩子来这所游乐园。这里有各种娱乐活动，分
六个区，分别是自然区、操作区、静游园、儿童区、林荫大道和虚拟世界。
儿童游乐场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包括水上驾驶、恐怖屋和木偶剧场。水
上运动取以有趣的名称，如急流冲刺、发射台、海湾漂流、极速回旋和梦幻
之旅等。园内还有许多音乐表演，流动表演者，也少不了吃东西的好地方。
门票：大全票包括门票和成年者无限次驾驶，大约20欧元，7岁以下儿童13欧
元。综合票包括四次儿童驾驶和两次成人驾驶，11欧元。普通门票6欧元，65
岁以上长者4欧元。

 +34 91 234 5009  www.parquedeatracciones
.es

 parque@grpr.com  Calle de Campo s/n,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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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诺沃特尔•康波•拉斯•纳西尼斯酒店 

"临近马德里展览中心的大酒店"

这是一家现代化四星级酒店，距马德里展览中心仅100米。客房宽敞舒适，设
备齐全。酒店的商务中心可满足各种社会及商务人士的需要。酒店附近还有1
8洞诺何莎高尔夫球场。酒店1993年开业，2000年全面翻新。早餐1750比塞塔
（10.51欧元）。

 +1 34 91 721 1818  all.accor.com/hotel/163
6/index.en.shtml

 h1636@accor.com  Calle De Amsterdam 3,
马德里

 by ESPARTOSA   

Parque El Capricho 

"迷人的贵族风景"

这个公园是属于马德里贵族家庭的18世纪的家园。主宫藏有戈雅的绘画和其
他值得关注的建筑物是赌场，教堂和“老妇人之家”。它位于城市的东边，
拥有巧妙地保留着杨树和美丽的人行道林立着百年老树。狗不许入内。团体
入场可以在平日提前安排。免费入场。

 +34 91 588 8790  Avenida de la Alameda de Osuna, 马德里

 by Evgeniy Metyolkin   

的Aquopolis 

"一切为了一个完美的一天"

马德里最着名和最受欢迎的水上乐园为儿童和成年人提供了一个想象力丰富
的方式，让他们同时变得潮湿和有趣。有幻灯片，吊桥，水迷宫，船，瀑布
，急流等。干地上的活动包括儿童游乐场，迷你高尔夫球场，蹦床，运行的
草坪和野餐区。有比萨店，汉堡包摊，炸鱼架，三明治店，自助餐厅和冰淇
淋店等快餐店。

 +34 91 815 6911  villanueva.aquopolis.es
/

 jpalacios@grpr.com  Avenida de Mirasierra s/n,
Villanueva de la Cañada,
马德里

 by FDV   

Safari马德里 

"野生动物放松"

在自己的车上来狩猎，你会看到鸵鸟，长颈鹿，斑马，雄鹿，斑马，熊，犀
牛，猴子和更多。还有一个爬行动物的房子和一个鸟园，在那里你可以看到
像金鹰，猎鹰和格里芬秃鹫壮观的鸟类。不幸的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开车。

 +34 91 862 2314  Carretera de Cadalso de los Vidrios, Navalcarnero,
Aldea del Fresno,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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