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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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page/pageContent-area/offer/t
he-european-parliament-
hemicycle.html

 Rue Wiertz 60,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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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neuchen   

布鲁塞尔公园 

"布鲁塞尔最大的公园"

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的比利时议会大厦，美国大使馆和皇家宫殿，布鲁塞尔
公园是一个前游戏保护区，现在在它的场地和郁郁葱葱的绿地上充满了共鸣
符号。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漫步在美好的一天。在7月21日的国庆节期间，
这个公园更是见证了庆祝活动，也是音乐会和音乐剧的热门场所。

 +32 2 513 8940  www.bruxelles.be/artdet.cfm/5460  rue de la Loi, Wetstraat, 布鲁塞尔

 by Edison McCullen   

Place du Grand Sablon 

"高级广场"

这里云集了很多高级古董商店，像爱姆普里奥阿马尼，世界著名的西饼店Wit
tamer还有多世界认识著名的商店。这个广场以密涅瓦雕像为标志。这个密涅
瓦雕像是在1751年送赠给布鲁塞尔的。圣母教堂和Sablon教堂都在这里附近
。每到周日九点到晚上六点，还有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这里都会举行
古董市场。而广场的对面就是大小萨伯隆，摆放着各种各样雕像的独特花园
。

 +32 2 513 8940  visit.brussels/en/place/Place-du-
Grand-Sablon

 Place du Grand Sablon,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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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dungodung   

圣迈克尔和圣Gudula大教堂 

"印象深刻的哥特式大教堂"

这个宏伟的大教堂是比利时皇室婚礼和葬礼的地点。它在十三世纪开始建设
，并在两个世纪之后完成。 16和17世纪期间增加了各种教堂。大教堂是精确
和对称的惊人形象，是布拉班特 - 哥特式建筑的典范。外面，两座令人叹为
观止的塔楼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而里面却很难不去欣赏错综复杂的彩色玻璃
窗。十世纪的罗马式教堂的残余部分，其上建造的大教堂也引起了相当大的
敬畏。宗教或古典音乐会也定期在这里举行。

 +32 2 217 8345  www.cathedralisbruxelle
nsis.be/

 michgdl@bxl.catho.be  Place Sainte-Gu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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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el's Europe & beyond
   

市政厅 

"布鲁塞尔在市政厅开始"

这个错综复杂的哥特式美景是布鲁塞尔标志性的大广场的焦点，也是这个城
市最奢华的公民建筑之一。市政厅主要由两位建筑师设计，一个是由雅克·
范·蒂嫩（Aleks van
Thienen）于1402年创建的左翼，另一个是由范·鲁斯布鲁克（Jean van Ruy
sbroeck）于1445年至1450年右翼设计的。这两个后翼在1712年后期加入，但
与原来的L形建筑的建筑风格保持一致。市政厅的外墙上有许多描绘圣人，贵
族和其他人物的雕像，每一幅都代表他们所代表的人物的生动形象。联合这
些努力是一个优雅的哥特式塔，由布鲁塞尔的守护神圣迈克尔雕像顶部。里
面的房间装饰着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挂毯和绘画作品。

 +32 2 297 221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brussels.be/artdet.cfm/4292  Grand-Place 1,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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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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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de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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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brussels/96168-市政厅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nneken_Pis_Brussel.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brussels/278841-撒尿小童雕像


 by Francisco Anzola   

布鲁塞尔大广场 

"欧洲最漂亮的广场"

比利时标志性的大广场（Grand Place）是对这座城市辉煌的文化和经济遗产
的一个证明。被公认为欧洲最壮丽的市场广场之一，其拱廊完全被高大的山
墙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所包围，装饰着精美的装饰和雕像。在广场周围的建
筑物中，布拉格市政厅（Brabantine Gothic
tower）和新哥特式布鲁塞尔市博物馆（Neo-Gothic Brussels City Museum
）特别引人注目。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夜色下，广场在街灯的金色光芒下
更为惊艳。在春季和夏季的晚上，有一场灯光秀，将城市的音乐和文化传统
带入生活。

 +32 2 279 2211 (Tourist
Information)

 www.brussel.be/artdet.cfm/5757  Grand Place, 布鲁塞尔

 by kamsky   

桑德曼免费参观布鲁塞尔 

"布鲁塞尔徒步"

了解美丽的布鲁塞尔城市，而不会让桑德曼受欢迎的免费徒步旅行陷入压力
。超过两个半小时，导游将向您展示城市的所有主要景点和景点，包括撒尿
小童，大广场，市政厅，TinTin漫画的发源地等等。一路上，您的导游将分
享各种有趣的历史事实和有关城市过去和现在的趣闻轶事。

 www.newbrusselstours.com/daily-tours/free-tour-of-
brussels.html

 Grand Place, 布鲁塞尔

 by Menashri   

Marolles 

"布鲁塞尔的工人阶级"

这里是传统的布鲁塞尔工人阶级社区，有宏伟的比利时司法宫（建于1866-18
83年间，最近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马洛雷斯区中有众多餐饮食肆
和古董商铺。经典的餐厅旁边还有各种酒吧。马洛雷斯区以其白天的跳蚤市
场而著称，这个跳蚤市场在中央广场，但如果你有心要购物的话，在早上六
点前来到！

 Place du Jeu de Balle, 布鲁塞尔

 by Szilas   

布鲁塞尔植物园 

"比利时国家植物园"

布鲁塞尔植物园位于城市的北部边缘，是一个美丽的花园，拥有各种植物。 
1938年，大部分的植物被移植到国家植物园，但这个城市公园仍然是一个休
息或散步在大树之间美丽的地方。在19世纪的公园里，52座青铜雕塑中的30
座仍然是公园的一部分。除了雕塑和喷泉之外，花园的中央还设有一个凉亭
，并有一系列草药，食肉种类以及稀有和异国情调的植物标本。

 Rue Royale, Saint-Josse-ten-No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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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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