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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豪门 

"欧洲古董魅力"

Maison Chevalier独特的折衷风格绝对可以让它为每一种风格和品味带来一
些东西。在携带复古和古董家居装饰之上，这家商店还提供手工制作的欧洲
产品，肥皂，乳液，沐浴凝胶，香水，玩具和一系列配件。如果你正在寻找
一个独特的礼物，纪念品或装饰，这家精品店位于布鲁塞尔的Elsene街区，
不会令人失望。

 +32 2 514 0314  www.maisonchevalier.be  Rue Marie de Bourgogne 7, 布鲁塞尔

 by ReinhardThrainer   

Ars Vinorum 

"季节性意大利美食"

Ars Vinorum是一个美食家的喜悦，面向真正的蓝色美食家。他们选择的意大
利葡萄酒，奶酪，蜜饯，风味橄榄油和特色食品都非常适合特殊场合或正宗
的意大利晚餐。发现一系列难以找到的项目，如白松露，那不勒斯橄榄油等
等。餐厅拥有迷人质朴，舒适的氛围，非常适合带日期的安静餐点。菜单每
周更换一次，具体取决于季节。你会发现像箭鱼生牛肉和刺山柑菜肴;烩肉馅
馄饨;剑鱼牛排配豆子和茴香淋上橄榄油。他们的葡萄酒单从意大利精选，从
果味白葡萄酒到强劲的红葡萄酒。

 +32 2 503 3933  www.ars-vinorum.com/  rue de la Reinette 6, 布鲁塞尔

 by Zinneke   

Parc d'Egmont 

"和平公园与彼得潘"

艾格蒙特公园（Egmont Park）面对Rue aux Laines街的埃格蒙特宫（Egmont
Palace），拥有数座雕塑。在所有的雕像中，彼得·潘和查尔斯·约瑟夫·
德·利涅的雕像都倍受崇敬。在喧嚣的城市中享受宁静与宁静的一片宁静，
无论您年龄多大或年龄多大，该公园都可以让您步行或短途旅行。 Parc d'E
gmont酒店还融合了一些有趣的景点，就像是一个古老的哥特式井和一个橘园
（Orangerie）这样的童话故事。

 +32 2 279 2211 (Tourist Information)  Rue aux Laines, 布鲁塞尔

 by corno.fulgur75   

老大师博物馆 

"艺术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

在比利时的皇家美术博物馆之下，古代大师博物馆顾名思义，展示了从法国
和荷兰起源的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大量艺术品。这座博物馆收藏了佛兰德
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绘画作品，包括博世，鲁本斯，范戴克等等的
作品。这里有一家博物馆商店和一家咖啡馆。

 +32 2 508 3211  fine-arts-museum.be/en/
museums/musee-oldmasters-
museum#

 info@fine-arts-museum.be  rue de la Régence 3,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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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William Murphy   

Petit Sablon广场 

"一个宁静的地方"

Petit Sablon广场也被称为Place du Petit Sablon广场，是一座建于19世纪
后期的美丽的广场和花园。广场周围有48座象征着中世纪行会的雕像，让你
深入了解人们过去如何生活。这个美丽的园景花园还设有一个喷泉，上面有
埃格蒙特伯爵和号角。

 +32 2 279 2211 (Tourist Information)  Place du Petit Sablon, 布鲁塞尔

 by szczepazu   

Sablon古董市场 

"历史的气氛"

Place du Grand
Sablon广场上的古董市场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在圣母杜布伯龙教堂（Notre
Dame du Sablon）教堂的塔楼下举行。一系列的物品可以在这里找到 - 书籍
，手表，眼镜，烛台，珠宝，绘画，钟表等等。在历史悠久的广场本身，你
会发现很多古董店以及咖啡馆和巧克力店，是纪念品购物的理想选择。

 visit.brussels/en/place/Market-at-Grand-Sablon  Place du Grand Sablon, 布鲁塞尔

 by Ben2~commonswiki   

让 - 菲利克斯哈普公园 

"大花园公园"

让 - 菲利克斯哈普公园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公园，位于埃特尔贝克。酒店还包
括一座16世纪城堡的废墟。
1804年，埃特尔贝克市长艾伯特·约瑟夫·哈普（Albert Joseph Hap）购买
了该房产，该房产于1988年最终捐赠给了该市。这里有许多长椅和桌子供客
人休息。最近，一些公园已被转换到一个教育空间，展示了不同的家庭花园
的例子与植物和本地动物的多样性。

 Jean-Felix Hap Park, Etterbeek

 by Steve Collis   

HôtelEetvelde酒店 

"世界遗产"

Van Eetvelde的故居，也被称为Hôtelvan Eetvelde，是一座美丽的联排别墅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这座房子由维克多·奥尔塔（Victor 
Horta）于1895年至1898年间修建，体现了建筑师帮助建立的新艺术风格。惊
叹于狭窄的建筑使用光线和曲线，创造出独特的风格。

 +32 2 219 3345 (Tourist
Information)

 whc.unesco.org/en/list/1005  Avenue Palmerston 4, 布鲁塞尔

 by bm.iphone   

服装和花边博物馆 

"直直的"

在17世纪和18世纪，布鲁塞尔以生产花边而闻名。服装和蕾丝博物馆坐落在
一座经过翻新的17世纪仓库内，向这一传统致敬，并将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一部分的历史和一个部分美丽的艺术博物馆，这是任何访问布鲁塞尔的重
要阻止，并会导致你有一个更大的欣赏这个产品。

 +32 2 213 4450  www.museeducostumeetdeladentelle
.be/fr/accueil/

 rue de la Violette 12,
Violettestraat 12,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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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tephane Mignon   

人类激情寺庙 

"受希腊建筑的启发"

人类激情寺庙，也称为Pavillon Horta-Lambeaux，由Victor Horta于1896年
在Cinquantenaire公园制造。该结构有一个新古典主义的设计，暗示奥尔塔
着名的新艺术风格。这座建筑是为了维持杰夫·拉姆博的“人类激情”而设
立的，但是由于艺术家和建筑师之间的争论，这座建筑大部分都是封闭的。
目前，这座建筑在夏季每周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才开放。 Lambeaux的大幅浮
雕是基于人类的罪恶和快乐，所以你可能不想带小孩看艺术品。

 Le Pavillon des Passions Humaines, Parc du Cinquantenaire, 布鲁塞尔

 by Flikkersteph -2,800,000
views ,thank you!   

Ixelles池塘 

"可爱的池塘"

Ixelles池塘位于Ixelles地区，是一个两个池塘，为当地人提供了一个受欢
迎的聚会场所。这里的水不安全，不允许游客进入池塘。您可以沿着海岸漫
步，享受宁静，或者欣赏附近风景如画的新艺术风格的房屋。坐在长椅上，
看着水面，欣赏水禽，或在池塘周围风景如画。

 Square du Souvenir, Ixelles

 by Hans   

Kindermuseum / Musée des
Enfants 

"为孩子而设的新世界"

这个特别的博物馆是为四岁到十二岁的儿童而设，是每个父母都一定不能错
过的。这个博物馆的展出有利于发展儿童感觉、天赋和感官感受。专业的表
演者和导游会带你走进不同的展厅，挖掘不同的知识。这个旅程耗时大约两
小时，男女老幼都适合。这里的展出都是以日常生活为主题，每三年换一次
主题。

 +32 2 640 0107  www.museedesenfants.be/  info@childrenmuseum.be  rue du Bourgmestre 15,
Ixelles

 by ...love Maegan   

吹袖子 

"神奇的美发沙龙"

如果您想更新发型，请在BLOW Tongres预约。专业的多语言工作人员将确保
您看起来最好。你可以找到一个广泛的服务，包括理发，着色，烫发，亮点
，造型，等等。

 +32 2 734 0800  www.blowhairdressing.be
/

 info@blowhairdressing.be  rue Charles Degroux 10,
Etterb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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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辛4 

"嘻哈俱乐部"

马加辛4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俱乐部，提供了一些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镇上最好
的替代音乐会。这个场地经常举办伟大的本地和国际乐队。有一个负担得起
的入场费和一些伟大的音乐菜单，娱乐保证。

 +32 2 223 3474  www.magasin4.be/  info@magasin4.be  Avenue du Port 51B,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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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shop RSC安德莱赫特 

"足球俱乐部安德莱赫特"

Fander RSC Anderlecht于1997年在足球俱乐部Anderlecht的总裁Roger
Vanden Stock的妻子的倡导下成立。这里出售的大部分物品是运动服装，如
足球衫，运动服和雪衣。您可以购买带有或不带有安德莱赫特足球运动员名
字的运动装。 1998年，Fanshop开始了邮购购物服务，因此安德莱赫特意识
到他们在国外也有粉丝，在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

 +32 2 523 5090  shop.rsca.be/  avenue Théo Verbeeck 2, Théo
Verbeecklaan 2, Anderlecht

 by e³°°°   

拉肯公墓 

"历史的公墓"

拉肯公墓是19世纪和20世纪布鲁塞尔上层和中层的主要墓地。这个墓地是这
个时期遗作艺术的典范。还有罗丹着名雕塑“思想家”的原创铜像。公墓旁
边是拉肯圣母教堂，也是比利时王室最后的安息之地。

 Parvis Notre-Dame, Kerk van Onze-Lieve-Vrouw-van-Laken, 布鲁塞尔

 by Warburg   

RenéMagritte博物馆 

"着名比利时超现实主义者的家"

这是伟大的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利特（RenéMagritte）从1930
年到1954年居住的房子。今天变成了一个美妙的博物馆，它现在被重新装饰
了正宗的家具和设计。 MuséeRenéMagritte博士让参观者了解这位伟大的画
家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包括他个人生活的详细信息。那些谁也想看到他的
杰作可以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

 +32 2 428 2626  www.magrittemuseum.be/i
ndex.php/nl/

 info@magrittemuseum.be  Rue Esseghem 135, Jette

 by MichaelGaida   

天主教大学的雕塑花园 

"户外图稿"

鲁汶天主教大学的这座雕塑花园（通常被称为鲁汶天主教大学（UniversitéC
atholique de Louvain））是布鲁塞尔第一个永久性的当代雕塑园。公园占
地约两公顷（4.9英亩），也是药用植物园和超过100棵树的所在地。通路从
一个雕塑到另一个雕塑，全部由不同的媒介构成，包括木头，砖头，花岗岩
，铜牌等等。代表艺术家包括Pierre Culot和AndréEijberg等。

 +32 2 537 67 77  www.uclouvain.be/jardin-
sculptures.html

 Avenue Mounier, 布鲁塞尔

 by Fæ   

放射学博物馆 

"科学成就"

放射医学博物馆位于军事医院放射科的走廊和候诊室，展示了放射科学领域
的一些重大成果。这个小型独特的博物馆展示了记载科学领域的照片和文物
，包括展示独特的X射线。为了看到进步和发展的道路，放射科博物馆是一个
必须参观！

 +32 2264 4097  www.radiology-
museum.be/

 info@radiology-museum.be  Bruynstreet 200, Military
Hospital,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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