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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aulo Valdivieso   

帕劳德拉音乐加泰罗尼亚 

"壮观的音乐厅"

Palau de laMúsicaCatalana酒店是巴塞罗那市中心一个引人注目的装饰品，
拥有引人注目的现代主义设计。它由建筑师LluísDomènechi Montaner于20世
纪初建成，他设计了现代标志性的外观，以精美的雕刻，红砖拱门以及精致
的西班牙和阿拉伯建筑细节为特色。在内部，音乐厅更以金色的口音，花卉
图案和特殊的彩色玻璃元素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加泰罗尼亚音乐宫（Palau
de laMúsicaCatalana）的观众，无论是参加表演，还是参观这个令人叹为观
止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都会被千变万化的天窗所震撼。过去，加
泰罗尼亚音乐厅曾经举办过Ella Fitzgerald，Paco deLucía，Woody
Allen，ÁngelCorella和Duke Ellington等优秀演员。

 +34 93 295 7200  www.palaumusica.cat/en/
the-art-nouveau-
building_23602

 taquilles@palaumusica.or
g

 Carrer del Palau de la
Música 4-6, 巴塞罗那

 by Galtzerdiak   

Museu d'Art Contemporani de
Barcelona (MACBA) 

"伟大的现代艺术"

巴塞罗那现代艺术馆是一座巨大的白色建筑，由Richard Meier所设计，融合
了现代美国建筑艺术的元素和地中海理性论者的传统。这里从1995年开始对
外开放，展出加泰隆尼亚的其他艺术机构所捐出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些甚至
超过五十年历史。博物馆中的定期展览还会有现代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艺术
家作品，包括演讲、演唱会、研习班和视听竞赛等。

 +34 93 412 0810  www.macba.cat/es  amics@macba.cat  Plaça dels Àngels 1,
巴塞罗那

 by Josep Bracons   

Catedral de la Santa Cruz y
Santa Eulalia (Catedral de
Barcelona) 

"巴塞罗那历史中心之一"

在一世纪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座教堂，而现在所看到的哥特式建筑是在1928
年建造的。16世纪的莱潘托十字托、巴塞罗那圣徒Santa
Eulàlia地窖，还有附近的修道院都受到历史学家们的高度评价。

 +34 93 342 8262  www.catedralbcn.org/  info@catedralbcn.org  Plaça de la Seu, 巴塞罗那

 by Nikos Roussos   

兰布拉大街 

"标志性的巴塞罗那街头"

兰布拉大街，是当地人和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从加泰罗尼亚广场 Plaça de
Catalunya 到靠近海边的 哥伦布纪念塔Columbus
Monument。著名的步行街有几个著名的景点，包括 西奥大剧院Gran Teatre
del Liceu 和d 总督夫人宫Palau de la Virreina, 同时还有许多购物的机
会。这个文化中心绿树成荫，挤满了友好的人群，尤其是在餐厅提供户外就
餐的地方。无论你是否享受兰布拉大街La Boqueria，这里是世界上最壮观的
市场之一，在这里你可以悠闲地漫步，享受加泰罗尼亚的生活节奏，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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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兰布拉大街是巴塞罗那的必游之地。

 +34 93 285 3834 (Tourist Information)  Las Ramblas, 巴塞罗那

 by Marie Thérèse Hébert &
Jean Robert Thibault   

Gran Teatre删除Liceu 

"大歌剧院"

Gran Teatre del Liceu酒店拥有引人注目的空间，可以归功于其历史悠久的
玫瑰门面，是巴塞罗那珍贵文化的一个长久象征。 1847年，也许是巴塞罗那
最重要的剧院，大剧院德里西奥建成，作为歌剧表演场地。原始的建筑物展
示了由建筑师Miquel Garriga i Roca和Josep Oriol Mestres设计的现代美
学。当剧院在1994年发生火灾后重建时，第一个结构中的一些珍贵的文物仍
然存在。主立面，镜厅和楼梯都是最初设想的历史性的格兰德泰利（Teatre
del Liceu）。与以往一样重要的是，新剧场通过举办由世界上一些最着名的
公司演出的令人兴奋的歌剧，音乐会和芭蕾舞节目而扎根于自己的根基。它
甚至安置一个全年表演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 Gran Teatre del
Liceu拥有2,292个座位，当然是宏伟的，它拥有欧洲最大的歌剧院之一。

 +34 93 485 9900  www.liceubarcelona.cat/
en

 info@liceubarcelona.cat  La Rambla 51-59, 巴塞罗那

 by OK - Apartment   

毕加索博物馆 

"毕加索的早期作品"

毕加索博物馆（Picasso Museum）是巴塞罗那向其养子之一致敬所建造的博
物馆，在毗邻的三座中世纪宫殿中展示了一批绝妙的藏品。尽管这位著名的
立体派艺术家实际上出生在马拉加，但他漫长的艺术生涯始于巴塞罗那。参
观这座博物馆的人将看到早期的重要作品，包括雕刻、石刻和陶器。毕加索
博物馆展出的最著名的作品是丑角、毕加索妻子的肖像和拉斯梅尼纳斯系列
。临时展览关注艺术家遗产的不同方面，比如他对风景的研究和对剧院设计
的尝试。此外，还有一些来自前卫运动的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在这里展出，丰
富了这一游览的经历。

 +34 932 56 30 00  www.museupicasso.bcn.ca
t/en/

 museupicasso@bcn.cat  Carrer Montcada 15-23,
巴塞罗那

 by Bernard Gagnon   

Parc de la Ciutadella 

"自然，文化和艺术相遇"

公园德拉休达德亚是一个郁郁葱葱的景点，坐落在老城区，在当地称为Ciuta
t Vella。该公园由JosepFontserè和他当时不为人知的助理AntoniGaudí设计
，后者以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SagradaFamília）等杰作继承了加泰罗尼
亚现代主义的先锋。虽然它不再是城市唯一的绿色空间，但这个公园仍然是
城市居住自然爱好者以及那些希望体验巴塞罗那精髓的人们的重要喘息之所
。公园内有整个家庭的几个景点，其中包括巴塞罗那动物园和加泰罗尼亚议
会。穿过青翠的公园和众多的文化遗产，在华丽的喷泉中创造出祥和的旋律
，花时间在湖边放松。

 +34 638 23 71 15  www.barcelonaturisme.com/wv3/en/
page/380/parc-de-la-
ciutadella.html

 Passeig de Picasso, 巴塞罗那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rthibault/6349428946/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rthibault/6349428946/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barcelona/80049-gran-teatre删除liceu
https://www.flickr.com/photos/ok-apartment/1654756254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barcelona/83141-毕加索博物馆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iutadella_Park_fountain.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cityseeker.com/zh/barcelona/70699-parc-de-la-ciutadella


 by José Luiz   

加泰罗尼亚历史博物馆 

"所有关于加泰罗尼亚历史"

这座博物馆位于巴塞罗那港口一座19世纪的仓库内，是为了保存，展示和传
播加泰罗尼亚的历史而创建的。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当代文化中心，通过文
物，文件，历史再造，混合媒体演示和交互式展示，将过去变为现实。除了
定期展览，还有历史档案和图书馆的学习机会，还有专门的教育部门。从史
前时代到现代，您可以在脚下探索加泰罗尼亚的地形模型，在屋顶露台上享
用热咖啡和精美的景观，然后在出门的纪念品商店摆动。

 +34 93 225 4700  www.en.mhcat.net/  mhc.cultura@gencat.net  Plaça de Pau Vila 3, Palau
de Mar, 巴塞罗那

 by Public Domain   

圣家族大教堂 

"高第的愿景"

圣家族大教堂是一个未完成的宗教图标，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价值，具有无与
伦比的美学特征，同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世界奇观。1882年，高迪开始致力
于建造这座超现实主义的寺庙，如今这座教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名的世
界遗产。圣家族大教堂（Basilica de la Sagrada Familia）原本是一座简
陋的新式哥特式教堂，但后来却成了整个巴塞罗那最具标志性的建筑。高迪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摆脱了当时盛行的新哥特式风格，融入自己的建筑设计
风格，给他的建筑注入了象征意义，开创了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运动。复杂
的细节，如棕榈树的柱子，其底座呈海龟形状，醒目的颜色，巴洛克风格的
影响，以及从马赛克瓷砖到一系列石头的材料汇聚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绝对
的杰作。

 +34 932 08 04 14  www.sagradafamilia.org/  informacio@sagradafamili
a.org

 Carrer de Mallorca 401,
巴塞罗那

 by spin spin   

Fundació Joan Miró 

"米罗的独特世界"

这里由米罗所创立，以作为学习现代艺术的机构，由他的好友和建筑师Josep
Lluís Sert所建。这里突出的八角形塔经常被用于古典音乐表演场地。这里
收藏了各种米罗的作品：巨型的帆布画、挂毯、日常品、雕版、摄影等。这
里还会举行展览，设有咖啡厅餐厅和纪念品商店。

 +34 934 439 470  www.fmirobcn.org/en/  info@fmirobcn.org  Avenida Miramar, Parc de
Montjuïc, 巴塞罗那

 by AwOiSoAk KaOsIoWa   

Museu Nacional d'Art de
Catalunya (MNAC) 

"最精致的罗马式艺术"

加泰隆尼亚国立艺术博物馆建于1990年，收藏了众多罗马式壁画，包括庇里
牛斯山区的宝石等。当然，博物馆里也有其他艺术品，像祭坛艺术品、雕刻
、塑像、黄金或银质装饰品，或者是木头画或发光品等。你还可以观看14和1
5世纪加泰罗尼亚学院派艺术家的歌德式作品，以及来自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
区的作品。入场费：8.5欧元。请致电博物馆获取展览信息。学生和长者都可
以免费进场，每月第一个周日免费进场。

 +34 93 622 0360  www.museunacional.cat/en  Parc de Montjuïc, Palau Nacional,
巴塞罗那

 by cubby_t_bear   

蒙 

"历史小山"

这个173米（570英尺）高的城市耸立在这个俯瞰大海的风景秀丽的小山上。
尽管巴塞罗那的犹太区已经延伸到附近的米拉马尔地区，但直到中世纪之后
，蒙特惠奇依然是无人居住的。通往首脑会议的第一条道路于1607年开放，1
640年，在加泰罗尼亚起义期间建立了一个抵抗西班牙入侵的堡垒。几个世纪
以来，蒙特惠奇公园地区一直是当地人在闲暇时间摘野菜的好地方，同时也
是游客们喜爱的景点。请注意，虽然公园可免费参观，但蒙特惠奇城堡的入
场费为每人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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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93 285 3834 (Touris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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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uigalder   

Castell de Montjuïc 

"军事博物馆"

这座十八世纪的城堡就位于蒙锥克山山顶。这里本来是建于1640年Segadors
战争期间，用于抵抗腓力四世的军队的。但后来，这里在1751年至1779年间
被扩建与翻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中央集权主义者抵抗加泰罗尼亚解放者的
标志之一了。这里曾经是军事监狱，现在却是军事博物馆所在地。缆车线路
尽头就是这座博物馆了，当时是用来展示武器来保护海港的。

 +34 93 256 4445  www.barcelonaturisme.co
m/wv3/en/page/1142/caste
ll-de-montjuic.html

 castell@bcn.cat  Carretera de Montjuïc 66,
巴塞罗那

 by Public Domain   

奎尔公园 

"惊人的建筑"

建筑图标安东尼高迪设计了这个宽敞的公园，从而创造和谐的城市和自然景
观。1910年，他开始在卡门山修建公园系统，为巴塞罗那的市民和游客创造
了一幅引人注目的建筑、花园和公共机构。高迪于1914年建成了这项工程，
尽管从未完工，但奎尔公园如今已经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自豪
地屹立在巴塞罗那。来体验各种有趣的建筑风格，如柱子大厅的柱子，或百
柱厅，它们支撑着一个铺满马赛克瓷砖的浪漫风格阳台

 +34 902 20 03 02  www.parkguell.cat/  parkguell@bsmsa.cat  Carrer d'Olot 5, 巴塞罗那

 by JoJan   

诺坎普球场 

"布劳格拉纳的家"

这是西班牙足球界令人印象深刻，也是最高荣誉的球场，诺坎普是欧洲最大
的体育场之一。这座壮观的体育场建于1957年，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巴塞罗
那足球俱乐部(FC Barcelona)的主场，当地人简单地称它为“巴萨”(Barca)
。当时，旧的大教堂体育场似乎已经不足以容纳狂热的球迷，科尔茨营(Camp
de Les Corts)体育场的扩建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座体育场有时被称为“库
巴拉建造的房子”，因为在1950年6月匈牙利天王巨星库巴拉加盟巴萨，由于
场地太小，因此建立新馆的呼声越来越高。库巴拉对观众而言非常受欢迎，
以至于体育场甚至无法容纳成群结队观看他比赛的非凡人群。诺坎普球场一
次可以容纳99,000多名观众，其露天看台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球场被
喷漆成象征皇家的蓝色和红色。

 +34 902 18 99 00  www.fcbarcelona.es/camp-nou  Calle Aristides Maillol 12,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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