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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oroll   

欧盟议会 

"参见欧盟议会的辩论"

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欧洲联盟议会大楼上，观看欧洲成员国之间的辩论会。
议会是欧盟唯一的民选机构的所在地;在这里，成员们决定影响欧盟公民日常
生活的重要而紧迫的立法。亲眼目睹立法过程，诸如消费者权益，交通和公
民权利等问题登上舞台！如果你对政治感兴趣，就到这里来看看这个多边机
构是如何运作的！

 +32 2 245 6224  www.europarl.europa.eu/visiting/
en/visitor-
offer/brussels/hemicycle

 Rue Wiertz 60, 布鲁塞尔

 by NakNakNak   

布鲁塞尔皇宫 

"比利时君主政体的象征"

庄严的外观，华丽的内部装饰和郁郁葱葱的皇家园林，皇宫是比利时国王和
王后的办公场所。每个房间都装饰有大量的壁画、水晶灯饰，古董家具，精
美的艺术品，和精致的雕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装饰在镜厅天花板上的艺术
绘画，由160万只宝石甲壳虫贴满，形成错综复杂的设计。每年夏天，宫殿向
公众开放;历史悠久的传统建筑，允许人们进入比利时蓬勃发展君主制。

 +32 2 551 2020  www.monarchie.be/  Rue Brederode 16, 布鲁塞尔

 by Michel Wal   

埃格蒙特宫 

"国家对外首脑会议地点"

埃格蒙特宫建于16世纪，由富有的阿伦贝格家族在18世纪完全翻修。比利时
政府欢迎这里的国际元首，组织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这座建筑以其美丽的建筑而闻名。宫殿是不是公众可以访问，只有花园和
邻近的埃格蒙特公园可以访问。

 +32 2 513 894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ccegmont.be/en  Place du Petit Sablon 8, 布鲁塞尔

 by Henry Townsend   

流苏之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物理学家兼化学家Emile Tassel的房子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标，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这座房子是由维多利亚·奥尔塔（Victor Horta）于189
3年以新艺术风格建造的。奥尔塔的显着结构包括铁梁和大窗户。房子本身对
公众是封闭的，但即使是惊人的外观的一瞥，绝对值得一游！

 +32 2 513 8940 (Tourist Information)  rue Paul Emile Janson 6,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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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rtin Mycielski
(Stansfield)   

正义宫 

"正义的宏伟大厦"

根据Leopold I的要求，由着名建筑师Joseph Poelaert设计，司法宫被誉为1
9世纪最大的建筑。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1883年建成后17年，司法
院完工。建筑风格兼收并蓄，融合了新古典与古典风格的新巴洛克式元素。
八个庭院确保了充足的新鲜空气和自然光线，而它的凹槽柱，高高的天花板
和宏伟的楼梯则突出了其设计的令人惊叹的比例。司法宫继续作为该市的主
要司法中心，也被称为布鲁塞尔法院。

 +32 2 508 6578  Poelaertplein 1, 布鲁塞尔

 by jepoirrier   

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 

"火车站"

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是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热门车站。这只是几分钟的步
行，如大广场，美术博物馆，和Sablon的网站。这里有小型的小吃店，一些
餐饮设施，一家药店和一家报摊。在车站外，你会发现巴士服务，毗邻的地
铁设施和一排出租车门外。有一个方便的行李寄存设施和私人储物柜网络小
袋子。在这里运营的火车连接布鲁塞尔的其他两个主要火车站，布鲁塞尔北
部，扎文腾机场方向，布鲁塞尔南部连接大力士或欧洲之星。

 +32 2 528 2828  www.belgianrail.be/en/stations-a
nd-train/search-a-
station/2/bruxelles-central.aspx

 Rue Ravenstein 68, 布鲁塞尔

 by dimitrisvetsikas1969   

圣米歇尔及圣古都勒大教堂 

"令人印象深刻的哥特式大教堂"

圣米歇尔及圣古都勒大教堂 是比利时皇室举行婚礼和葬礼的地方。始建于13
世纪，两个世纪后竣工。在16世纪和17世纪，人们修建了各种各样的小教堂
。这座教堂有着惊人的精确和对称性，是布拉班哥特式建筑的不朽建筑物。
教堂外，两座对称的塔楼令人肃然起敬，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错综复杂
的彩色玻璃窗让人不能不惊叹。大教堂建在10世纪罗马式教堂的遗迹上，也
让人油然起敬 。以宗教或古典音乐为特色的音乐会也经常在这里举行。

 +32 2 217 83 45  www.cathedralisbruxelle
nsis.be/

 michgdl@bxl.catho.be  Place Sainte-Gudule,
布鲁塞尔

 by k_michels   

布鲁塞尔市政厅 

"布鲁塞尔从市政厅开始"

布鲁塞尔市政厅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哥特式奇观，形成了布鲁塞尔标志性的大
广场，自然成为布鲁塞尔中最奢华的民用建筑之一。市政厅主要由两位建筑
师设计:左翼建筑师雅克•范•蒂宁(Jacques van
Thienen)于1402年设计，右翼建筑师让•范•鲁伊斯布鲁克(Jean van Ruysbro
eck)于1445年至1450年设计。后两翼是在1712年添加的，但设计与原来的L型
建筑风格相协调。市政厅的外墙有许多描绘圣徒、贵族和其他人物的雕像，
每一个都是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生动形象。结合所有的建筑心血是引人注目
的和精致的哥特式塔中心，顶部是圣迈克尔的雕像，布鲁塞尔的守护神。房
间内装饰着16、17、18世纪的挂毯和绘画。布鲁塞尔市政厅是一个引人注目
的景点，尤其是在夜晚点亮的时候。

 +32 2 297 221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brussels.be/city-hall  Grand-Place 1,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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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brundel   

撒尿小童雕像 

"不可思议的小人物"

这个异想天开的喷泉，采取了一个冷漠的，赤裸裸的男孩，使自己成为一个
盆地的形式，一个布鲁塞尔人民叛逆精神的幽默标志，他们臭名昭着的自我
嘲笑的爱好。一个可追溯到十五世纪的饮用水喷泉，原来的撒尿小童在1619
年由杰罗姆·杜克诺伊（Jerome Duquesnoy）取代了青铜铸造。虽然这个活
泼的小伙子在1695年的布鲁塞尔轰炸中幸存了下来，但是这座雕像却被多次
盗窃并重新获得了一个相当丰富多彩的历史，那里充满了民间传说和传说。 
1965年被绑架后，原来的沙勒罗伊运河深处的这个地方再次被救起，并被置
于布鲁塞尔市博物馆的管理之下，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副本。然而，这个厚脸
皮的精神并没有减弱，反而变成了世界知名的。一个由900多套服装组成的衣
橱，撒尿小童穿着不同的服装，全年不同的地点，吸引着来自远近的游客。
从十九世纪开始，撒尿小童不再饮用饮用水，而是喷泉。对于一个文化偶像
，撒尿小童或“撒尿的男孩”来说，一个相当小而不可否认的古怪的形象仍
然是布鲁塞尔不敬的智慧的珍贵象征。

 +32 6 1262 8950  www.brussels.be/manneken-pis  Rue de l'Etuve 22, 布鲁塞尔

 by infomatique   

国会专栏 

"端庄的战争纪念馆"

1850年，国会专栏由建筑师约瑟夫·波列特（Joseph Poelaert）设计，他后
来也修建了司法宫。该柱高47米（154英尺），顶部有一座25米（82英尺）高
的国王第一任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雕像。这个专栏是为纪念1831年建立比利
时宪法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建立的。为了纪念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在这个
专栏的脚下是永恒的火焰。列中本身就是无名战士的坟墓。每逢11月11日（
纪念日），在皇室出席仪式。

 +32 2 513 8940  place du Congrès, Congresplein, 布鲁塞尔

 by Maria Firsova   

Rue des Bouchers 

"餐厅行"

在大广场的阴影下，一条小小的通道可以进入城市最愉快的地方之一。 Rue
des Bouchers是一条可爱的狭窄街道，两旁摆满了餐馆。陈列着贻贝，龙虾
和牡蛎，所有装饰精美，等待饥饿的游客。餐厅的门总是敞开着的，在太阳
的第一个标志处，桌椅排成了胡同。

 +32 2 513 8940  rue des Bouchers, Beenhouwersstraat, 布鲁塞尔

 by antony_mayfield   

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BSE） 

"联交所"

建筑师莱昂·苏斯（LéonSuys）于1873年设计了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的庄严
建筑。其古典风格的特点是在建筑物前有六个多立克柱，以及代表无数的海
上贸易和国内贸易的雕塑。最近，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与巴黎和阿姆斯特丹
合并成为EuroNext。如果您想参观大楼，您必须预约，20人以上的团体将由
导游陪同。入场是免费的。

 +32 2 509 1211  www.euronext.com/en/list-product
s/euronext-indices-for-product-
creation

 Palais de la Bourse 1, Beursstraat
1,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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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na & Michal   

拉肯皇家温室 

"比利时君主制皇家温室"

建于1873年的利奥波德国王，这些闪闪发光的玻璃和钢穹顶毗邻拉肯皇宫。
温室是当代的创新建筑，由于其新艺术风格，温室特别特别。这些温室有一
个很大范围的珍稀花卉和植物。虽然吸引力的外观可以全年参观，但游客只
能进入温室的内部，并在春季短时间观赏植物。

 +32 2 513 8940 (Tourist
Information)

 www.monarchie.be/palace-and-
heritage/greenhouses-laeken

 avenue du Parc Royal 61, Domaine
Royal de Laeken, 布鲁塞尔

 by Yabby   

放置圣凯瑟琳 

"布鲁塞尔的海鲜区"

渔民们（后来蒸）进入布鲁塞尔市中心，在这个迷人的广场出售新鲜的鱼。
许多在这里兜售的鱼贩决定留下来，现在整个街区都挤满了海鲜。白天，这
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鱼市场，也是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市场之一。你可以找到
豪华的餐馆以及摊位，在那里你可以换取最新鲜的渔获量。

 +32 2 513 8940  place Sainte-Catherine, Sint-Katelijneplein, 布鲁塞尔

 by Markus Koljonen   

圣心的大教堂在Koekelberg 

"艺术装饰教堂大厦"

教堂的建造始于1905年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时期，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被搁置，直到1970年才完工。科克尔伯格的圣心大教堂是世界第五大教堂。
这座巨大的建筑（高约100英尺）由砖头和兵马俑制成，入口两侧各有两座塔
楼，还有一座装饰艺术大厦。

 +32 2 421 1660  www.basilicakoekelberg.
be/

 info@basilicakoekelberg.
be

 Basiliekvoorplein 1,
布鲁塞尔

 by Alessia Tavcar   

拉肯皇宫 

"皇家住所"

拉肯皇宫是比利时王室的官邸。虽然它在技术上不是布鲁塞尔官方的皇宫。
这个巨大的宫殿建于1782年至1784年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一旦比利时获
得独立，这座宫殿就成了利奥波德一世的住所，从那以后就一直保留着。这
座宫殿位于拉肯公园的大型私人皇家域内。宫殿本身并不向公众开放，虽然
它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每年春天，皇宫温室开放三个星期，游客可以参观的
地方，惊叹于宏伟的建筑。

 Avenue du Parc Royal 4858, 布鲁塞尔

 by waldomiguez   

原子球塔 

"向科学致敬"

1958年世界博览会上，由工程师 安德烈·沃特金 和建筑师安德烈·波拉克
夫妇共同设计的原子球塔是一座受原子结构启发而建造的地标性建筑。更准
确地说，该设计是基于一个 铁晶胞的长方体图案，放大了1650亿倍，达到10
2米(335英尺)的总高度。9个闪闪发光的球圆球与连接圆球的粗大钢管构成，
每个球体代表比利时9个省中的一个省。形成一个巨大的、完全由金属构成的
几何原子球形。球体包裹在不锈钢中，设有海港展览室和其他公共展览空间
，而最顶端的球体则是一家可以饱览城市全景的餐厅。连接圆球的管道设有
自动扶梯、电梯和楼梯，这些楼梯将各个球体连接起来。

 +32 2 475 47 75  www.atomium.be/home/cov
er

 info@atomium.be  Place de l'Atomiumplein 1,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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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ean-Pol GRANDMONT   

狮子的土墩 

"滑铁卢纪念碑和奥兰治王子纪念碑"

通常被称为La Butte du Lion（狮子山丘）的狮子丘是一座大型人造山丘，
在滑铁卢战役期间荷兰的威廉二世受伤。在这个高达40英尺（131英尺）高的
山顶上，是一座象征皇室胜利的石头基座上的狮子雕像。你可以爬一小山，
欣赏战场的全景。

 +32 2 385 1912  www.waterloo1815.be/en/  info@waterloo1815.be  Route du Lion, Braine-
l'Alleud, Braine-l'All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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