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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可广场 

"世界闻名的广场"

威尼斯唯一被授予“广场”(piazza)称号的广场是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
arco)，是威尼斯的政治、宗教和社会中心。广场位于大运河的一端，周围环
绕着这座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历史建筑。圣马可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
是广场的焦点所在——这座12世纪的威尼斯-拜占庭教堂，金碧辉煌的镶嵌画
和奢华的雕刻装饰是这座教堂的特点。两侧是总督宫 Doge's Palace，这些
庄严的建筑曾经是总督府办公室和住所的所在地。附近矗立着两根纪念城市
守护神——守护神圣狄奥多和守护神圣马可的飞狮，而检察官办公室、国家
图书馆和几个博物馆占据了威尼斯最大广场周围的空间。这座城市的传奇历
史汇聚在令人敬畏的圣马可广场上。

 +39 041 724 1040  Piazza San Marco, 威尼斯

圣马可大教堂 - 钟楼 

"城市的全景"

从威尼斯最高的钟楼可以欣赏到威尼斯和圣马可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M
arco）的壮丽景色。从拉古纳可以看出，一旦你达到顶峰，可以从上面看到
整个拉古纳。尽管圣马可钟楼是在20世纪初建造的，但它却是十五世纪钟楼
的精确复制品。 1609年，伽利略伽利略在这里展出了他的望远镜，而在卡内
韦尔时期，伽利略曾被用来作为一个舞台上紧张的步行者与他们的杂技招待
指挥。

 +39 041 270 8311  www.basilicasanmarco.it/  Calle Canonica 328,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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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可大教堂 

"世界文明的大教堂"

笼罩在金色的光芒里圣马可大教堂，装饰精致的雕刻和拱门，是拜占庭建筑
的经典建筑，顶部是一系列闪闪发光的穹顶。大教堂最初建于9世纪，是为了
供奉圣马可的遗体而建。该教堂在公元932年被毁，后来重建采用更华丽的设
计，并作为总督的小教堂，直到1807年，取代了卡斯特洛的圣彼得大教堂，
成为大主教区的大教堂。虽然教堂的建筑平面自12世纪以来基本没有改变，
但多年来大量的装饰被逐渐添加进来，创造了意大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会
艺术收藏之一。教堂内部，从地板、墙壁到天花板上，都覆盖着一层闪闪发
亮的金箔，融入奢华的雕塑和迷人的建筑细节上闪闪发光。圣马可大教堂是
威尼斯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坐落在大运河一端的圣马可广场上。

 +39 041 270 8311  www.basilicasanmarco.it
/

 biblioteca.proc@patriarc
ato.venezia.it

 Piazza San Marco 328,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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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宫 

"历史悠久的艺术作品"

层层不同的建筑风格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宏伟的总督宫。作为威尼斯政府和
政治遗产的象征，这座历史悠久的宫殿曾是前威尼斯共和国总督的所在地。
该建筑群建于14世纪。多年来，这座宫殿不断被重建、扩建和修复，形成了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令人惊艳的艺术与建筑风格大杂烩。作为哥特式设
计的杰作，这座宫殿充满了精致的细节，如雕塑、壁画、优雅的拱门和廊柱
。原来总督的住宅、军械库、监狱、庭院和凉廊都被修复的比原来的总督宫
更漂亮了，每个角落都隐藏着大量的历史瑰宝。这座历史性的标志性建筑还
包括歌剧院博物馆(Museo dell’opera)及其广泛的艺术收藏品。

 +39 041 271 5911  palazzoducale.visitmuve
.it/

 info@fmcvenezia.it  Piazza San Marco 1,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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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雷尔博物馆 

"威尼斯艺术与历史"

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沉默而几乎相互尊重的氛围。游客通过楼梯进入Museo C
orrer博物馆，最初是作为拿破仑之翼的大门入口建造的。从这里开始，新古
典主义的房间，皇宫，Canoviana收藏，威尼斯文明，古董艺术和文艺复兴时
期的青铜将继续游览。卡诺瓦有许多雕塑，弗朗切斯科·海耶兹装饰物品。
Jacopo De'Barbari的Venezia可以在入口处欣赏。

 +39 041 240 5211  correr.visitmuve.it/  info@fmcvenezia.it  Piazza San Marco 52,
威尼斯

 by dalbera   

蓬塔德拉Dogana 

"奇妙的收藏"

Punta della Dogana是一个美丽的艺术画廊，位于将大运河与Giudecca运河
分开的三角形地块上。这座画廊坐落在一栋美丽的17世纪建筑的前海关大楼
内，拥有世界着名艺术收藏家Francois Pinault的永久收藏品。在这里，你
会发现他的着名的个人收藏，除了其他几个有关当代艺术的展品。

 www.palazzograssi.it/en/about/sites/punta-della-
dogana/

 Fondamenta della Dogana alla Salute 2,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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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大运河 

"令人敬畏的运河"

大运河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运河，穿过威尼斯市中心，是这座城市的主干道。
在这里乘坐贡多拉和水上巴士，蜿蜒穿过市中心，一端是 泻湖，另一端是圣
马可广场。一路上，游弋在历史建筑的外墙和宽敞的广场上，回荡着船夫的
召唤。从中世纪、拜占庭，哥特式，到文艺复兴、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大
运河沿线的建筑构成了一部编年史，记录了这座城市各个时代的艺术成就。
无数的电影和小说将贡多拉浪漫化，乘坐贡多拉是在威尼斯水城的经典体验
。

 +39 041 520 0211  Off Calle Traghetto Vecchio,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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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 

"美国商人建立的博物馆"

就在学院美术馆Galleria dell'Accademia转角处, 在 大运河Grand Canal是
威尼斯首屈一指的博物馆之一。这个世界闻名的博物馆由著名古根海姆博物
馆 Guggenheim Museum 管理，收藏家之一佩吉·古根海姆 Peggy Guggenhei
m是一位富有的美国人，她对当代艺术很感兴趣，并与许多指导和教育她的艺
术家有过接触，其中包括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和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这个博物馆收藏她的拥有的当代
艺术作品，如培根、巴拉、布兰库西和夏加尔的作品。你还会在这里发现德
基里科、康定斯基、克利、埃尔利西茨基、马格利特、曼雷、毕加索和波洛
克等人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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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041 240 5411  www.guggenheim-
venice.it/

 info@guggenheim-
venice.it

 Dorsoduro 701, Palazzo
Venier dei Leoni,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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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 

"一流的威尼斯艺术"

该建筑位于市中心的老教堂里，部分建于12世纪，于14世纪竣工。美术学院
是由拿破仑政府在这里创办的。里面的24个房间里，陈列着意大利艺术家的
作品，如安德里亚·曼特格纳、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科斯梅·图拉
和乔瓦尼·贝利尼等艺术家。其他艺术家包括乔尔乔内、丁托列托、帕丽斯
·博尔多内和莫雷托·达·布雷西亚等。

 +39 041 522 2247  www.gallerieaccademia.i
t/

 info@gallerieaccademia.o
rg

 Campo della Carità 1050,
威尼斯

 by Didier Descouens   

CàRezzonico 

"宏伟的巴洛克式宫殿"

CàRezzonico位于大运河上，是着名的巴洛克建筑师鲍德萨雷·隆吉纳（Bald
assare Longhena）规划的最后一座建筑。内部是一个18世纪的宫殿，与原来
修复的家具重建。威尼斯风格的装饰非常出色，尤其是在舞厅里有着迷人的
错觉，而婚礼的房间里装饰着华丽的梳妆台。今天，它是一个致力于18世纪
的威尼斯的博物馆，包括美丽的装置以及许多艺术作品。有Tiepolo的壁画和
Guardi，Canaletto和Longhi的绘画值得一试。

 +39 041 241 0100  carezzonico.visitmuve.i
t/

 info@fmcvenezia.it  Fondamenta Rezzonico 3136,
威尼斯

 by Luca Conti   

丽都威尼斯 

"适合度假"

丽都威尼斯是一个原始的沙洲，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旅游目的地，由于从
大陆威尼斯的访问。作为威尼斯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这个岛屿不仅以其全
景和美丽的夏日海滩而闻名，而且也是威尼斯电影节的举办地。这些海滩大
部分都是私人的，经常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国际名人参观。华丽的沙洲延伸至
近11公里（6.83英里），完全是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威尼斯的死亡之地。不用说，威尼斯丽都值得一游。

 Strada Vicinale Malamocco Alberoni, 威尼斯

 by ṜέđṃάяķvюĨїήīṣ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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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洛米蒂Bellunesi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在东南阿尔卑斯山之中"

距离威尼斯有80.46公里（50英里）的多洛米蒂贝鲁内西国家公园占据了多洛
米蒂山脉的最南端。蔓延在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山谷中，令
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公园在大约100年前完全被冰川所覆盖，它们的后退留下了
一道支持数十种稀有物种的景观。这个国家公园建于20世纪90年代，保证了
大量独特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库的存在。这个公园占地面积达32,000公顷（790
73.7英亩），拥有许多考古，地质，生物和人类学的奇迹，还有几条徒步旅
行路线和充足的各种户外活动的机会。迷人的山丘迷人的全景景观，白雪皑
皑的高山和草甸充满了无数鲜艳的花朵在Dolomiti
Bellunesi国家公园齐聚一堂。人造景点包括Certosa di
Vedana和几个小教堂以及Val Cordevole的中世纪建筑。

 +39 0439 3328  www.dolomitipark.it/  info@dolomitipark.it  Dolomiti Bellunesi,
Dolomiti Bellun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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