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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landelacruz4   

老市政厅和天文钟 

"十二使徒钟"

在生机勃勃的老城广场，老市政厅是游客聚集的中心。哥特式老市政厅中的
几个房间用作了展览和活动场所。从大厅的塔楼上可以欣赏到历史悠久的绝
美街区，而地下部分则是真正讲述布拉格文化的区域。这里真正吸引人的景
点当属大厅上的天文钟。这座钟修建于15世纪，被称为天文钟，复杂的表盘
标有太阳与月亮位置等天文细节。据说建筑师在这座结构独特的钟竣工之后
就被弄瞎了眼睛，如果钟失灵，城市将会面临巨大灾难。1940年钟表上方增
加了十二位使徒的雕像，目的是确保每个小时都以特定的速度运动。这座极
具魅力的纪念碑是老城区最热门的旅游景点。

 +420 236 002 629  www.prague.eu/cs/objekt
/mista/188/staromestska-
radnice-s-orlojem

 staromestskaradnice@prag
ue.eu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1/3,
布拉格

 by JoAnn Miller   

迈塞尔犹太教堂 

"对犹太历史的窥探"

经过修复的迈塞尔犹太教堂是一座16世纪的寺庙，是多地点犹太博物馆的一
部分，也是布拉格最受欢迎的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收集的展品是占
领纳粹掠夺每个捷克犹太人社区，并在布拉格储存了战利品，自1906年以来
，一个小型的犹太博物馆已经存在。这个犹太教堂现在安置了一个展览的第
一部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涵盖了10世纪到18世纪。展品包
括来自城市犹太人平凡日常生活的银托拉盾牌，指针，精美的挂毯，托拉窗
帘，文件，书籍和物品。许多最好的物品可以追溯到16世纪相对繁荣的时期
，当时犹太区最富有的几座犹太教堂建成了。对于犹太历史的更现代的看法
，一定要参观西班牙犹太教堂。

 +420 2 2171 1511  www.jewishmuseum.cz/en/explore/s
ites/maisel-synagogue/

 Maiselova 10, 布拉格

 by Emmanuel DYAN   

西班牙犹太教堂 

"摩尔人的壮丽"

这是犹太博物馆的历史展览延续到现代的故事。展品大多包含18世纪犹太解
放和启蒙的开端，19世纪的同化时期，希特勒和他的乐意execution子手所带
来的灾难以及战后振兴社会的努力的书籍，照片和文件。犹太教堂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1868年。这是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摩尔式建筑，它的双层圆顶大厅
可以说是这个城市最令人惊叹的内部空间之一。

 +420 222 74 9211  www.jewishmuseum.cz/en/aspanish.
htm

 Dušní 141/12, 布拉格

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 

"老旧学院"

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允许中欧的犹太人庆祝他们的遗产，并作为布拉格历史
上任何游客的重要机构。该博物馆自1906年成立以来，一直幸存于纳粹占领
和共产党政权之下。该博物馆一直坚持对犹太遗产和社区的承诺。它收藏了
来自中欧的犹太艺术品和文物，并在布拉格市周围的历史遗址举办了公共展
览，如旧犹太公墓，Maisel犹太教堂，Pinkas犹太教堂（The），Klausen犹
太教堂，犹太礼仪大厅和西班牙犹太教堂。

https://pixabay.com/photos/prague-clock-zodiac-time-city-5224987/
https://pixabay.com/service/license/
https://cityseeker.com/zh/prague/163110-老市政厅和天文钟
http://www.flickr.com/photos/jabbusch/333362238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prague/161835-迈塞尔犹太教堂
http://www.flickr.com/photos/emmanueldya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prague/161837-西班牙犹太教堂
https://cityseeker.com/zh/prague/340157-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


 +420 2 2274 9211  www.jewishmuseum.cz/aindex.php  U Staré školy 141/1, 布拉格

 by Christian Horcel   

老犹太公墓，布拉格 

"历史写在石头上"

在布拉格旧犹太区的中心是一个可追溯到15世纪上半叶的公墓。墓地里有约1
2000个墓碑，包括诗人Avigdor Karo，天文学家David
Gans和拉比·勒夫（Rabby Loew），因为他与古勒姆的传说有关系，因此在
犹太神话中是重要的。一个愉快的一日游，公墓也作为一个在布拉格犹太人
的历史重要性的尖刻提醒。墓地由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经营。

 +420 2 2274 9211  www.jewishmuseum.cz/en/explore/s
ites/old-jewish-cemetery/

 Široká 3, 布拉格

哈维尔街市场 

"充满活力的街市"

位于旧城区的中心，距离老城广场约100米，矗立着哈维尔的街头市场。在这
里，贸易商出售艺术品，水果，蔬菜，珠宝，玩具和其他小到可以装在露天
木制展台上的东西。街道的两边都是商店，几乎可以卖所有东西，包括一家
出售草药和茶的草药商店。如果您想为您的亲人购买纪念品回家，您将在哈
维尔街市场上看到许多选择。

 +420 2 217 1444  Havelská 13, 布拉格

 by Daniel Baránek   

Clementinum -
镜子教堂（Zrcadlovákaple
Klementina） 

"巴洛克音乐音乐会"

这个庞大的建筑群拥有国家图书馆，国家技术图书馆和不少于四个巴洛克风
格的教堂。镜子教堂可追溯到1724年左右，大理石和灰泥装饰深色，镀金的
竖琴和小号玩天使，在十八世纪的两个器官之一上航行。音乐会几乎每天都
在5点和8点举行。巴洛克音乐自然具有强烈的功能。流行的波希米亚萨克斯
四重奏经常演出，否则，它是标准的室内乐团。器官也经常锻炼。

 +420 2 2166 3277  www.klementinum.com/?li
nkID=lnk10&lang=1

 libuse.piherova@nkp.cz  Mariánské náměstí 4,
Clementinum, 布拉格

 by Art Master Gallery 

艺术大师画廊 

"想象一个Ramishvili杰作"

这个艺术画廊位于布拉格市中心，由来自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
克兰的顶尖艺术家收藏，并且擅长于东欧艺术。期待吨水彩，encaustic，木
炭和油画以及其他名字，如Mikora，Kavshbaya和格普的作品。画廊还不时举
办展览，活动和拍卖，其中包括即将到来的艺术家的作品。

 +420 2 2222 2167  www.inmodern.com/  artmaster@inmodern.com  Liliová 6, 布拉格

 by Jim Milles   

共产主义博物馆，捷克共和国 

"金城的历史"

在共产主义博物馆，参观者将完全沉浸在苏联臭名昭着的制度的历史中。视
频，历史的教室，审讯室，真实的文物和生动的工厂将教你关于苏维埃的日
常生活，政治，经济，教育和检查政策。共产主义博物馆是天鹅绒革命以来
布拉格第一个专注于极权主义政权的博物馆。

 +420 2 2421 2966  www.muzeumkomunismu.cz  muzeum@muzeumkomunismu.c
z

 Na Příkopě 10, Palais
Savarin, 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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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lementinum,_v%C3%BDchodn%C3%AD_vcho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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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lickr.com/photos/jmilles/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prague/353411-共产主义博物馆-捷克共和国


Muchovo Muzeum
Praha（Mucha博物馆） 

"致力于新艺术风格的先锋"

阿尔丰斯·慕夏（Alphonse Mucha）是一位传奇人物，1894年凭借在Gismond
a的女演员莎拉·本哈特（Sarah Bernhardt）的海报，崛起成为世界名气，
引入了新艺术风格。木was于1860年出生于摩拉维亚，现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
分。他的家族于1998年在Muchovo Muzeum Praha（Mucha博物馆）开设了这个
博物馆。它包含了艺术家着名的华丽海报，曲奇和香槟标签，自行车广告等
等。每个项目展示他的使用和掌握复杂的细节和柔和的色彩。还有其他的图
像，描绘了年龄，贫穷和战争的描绘，艺术家的写生簿，展示了他如何制作
他的装饰图案，以及慕夏的照片。布拉格充满了木栅纪念品，这里的礼品店
是找到一些更有品位的地方的好地方。提前打电话了解更多信息。

 +420 2 2101 7111  www.mucha.cz/en/  HLastovickova@copa.cz  Panská 7, Kaunický Palác,
布拉格

 by Mister No   

卡夫卡博物馆 

"通过卡夫卡探索布拉格"

巴塞罗那当代文化中心（CCCB）将创意融入生活。Franz Kafka（1883年 - 1
824年）撰写了《审判》、《变形记》和《城堡》，是真正的偏执狂文学巨匠
。虽然卡夫卡从未在故事中指明背景，但他的文字中却充满了布拉格气息。
这座城市也在作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思想在博物馆的“Existential
Space”和“Imaginary Topography”两个部分中进行了展示。这座博物馆收
藏有卡夫卡的原版作品、信件、图画、手稿和视听资料，你可以通过卡夫卡
了解布拉格。

 +420 257 535 373  www.kafkamuseum.cz/  info@kafkamuseum.cz  Cihelná 2b, 布拉格

 by Suicasmo   

国家博物馆 

"宏伟的博物馆"

这座宏伟的新文艺复兴风格建筑是城市最闻名的景点，从城市最高处俯瞰着
瓦茨拉夫广场。这座捷克最大的博物馆之一由Kašpar Maria
Šternberg伯爵成立于1818年，著名的历史学家František Palacký也在建立
这所博物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建筑的内部非常具有戏剧性，而外墙同样
让人印象深刻。主厅有一个壮观的楼梯和几个华丽的柱子，屋顶是一个壮观
的圆顶。这里展出的藏品非常传统，有各种化石、矿物和考古发现。新的博
物馆大楼位于同一个场地，主楼的700万件文物转移至了新的大楼中。两栋建
筑通过一个地下隧道连接起来。这座博物馆的永久展出和临时展出藏品都非
常值得欣赏。

 +420 257 322 216  www.nm.cz  nm@nm.cz  Václavské náměstí 68,
布拉格

 by Alistair Young   

圣尼古拉斯教堂 

"享受巴洛克风格的辉煌"

圣尼古拉教堂建于1756年，是布拉格最壮丽的巴洛克式建筑之一。它具有统
治性的冲天炉和钟楼，也是中殿中欧洲最大的绘画作品之一，以各种风格描
绘圣尼古拉斯。在他到布拉格的一次访问中，莫扎特（W. A.
Mozart）在教堂演奏了这个管风琴，现在经常在午饭时间和他的音乐中度过
。

 +420 2 5753 4215  www.stnicholas.cz/  info@stnicholas.cz  Malostranské náměstí,
布拉格

https://cityseeker.com/zh/prague/155023-muchovo-muzeum-praha-mucha博物馆
https://cityseeker.com/zh/prague/155023-muchovo-muzeum-praha-mucha博物馆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102164103/http://www.panoramio.com/photo/12313705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https://cityseeker.com/zh/prague/333064-卡夫卡博物馆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National_Museum_in_Prague_20150903.jpg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https://cityseeker.com/zh/prague/155030-国家博物馆
http://flickr.com/photos/aj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prague/181887-圣尼古拉斯教堂


 by Jim Milles   

黄金巷 

"城堡的着名的鹅卵石巷"

这是一座16世纪的小型小屋，拥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最初为宫殿卫兵而建。
然而，到十九世纪，巷子已经成为艺术家和工匠的家园，然后在二十世纪初
，几位知名人士来到这里居住。第二十二号是卡夫卡的姐姐住的地方，一九
一七年一段时间，卡夫卡用他的房间写了一些他的故事。 1951年，共产党把
居民扔出去，成为游客的纪念性街道。沿着商店上面的屋顶奔跑，是一个陈
列着装甲和古装的画廊（24号入场）。在访问布拉格时，必须把这一块粉笔
写下来。

 www.hrad.cz/en/prague-castle-for-visitors  Jiřská, Pražský hrad, 布拉格

 by Pixaline   

布拉格城堡 

"城市之心"

布拉格城堡被巨大的城墙围绕，面积达70,000平方米（750,000平方英尺），
是世界上最大的古堡。城堡修建于公元870年，这也是圣母玛丽亚大教堂修建
的时期，已经经历了13个世纪的风雨洗礼。这座富丽堂皇的宅邸是波希米亚
国王、罗马皇帝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故居，是人类建造的艺术奇迹，处处
都是历史珍宝。这座城堡融合了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每个时代的流
行趋势，代表着悠久的历史。圣维特大教堂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色彩艳丽的玻
璃窗和内波穆克圣约翰。

 +420 224 371 111  www.hrad.cz/en/prague-
castle-for-visitors

 info@hrad.cz  Hradčanské námesti,
布拉格

 by johnomason   

圣维特大教堂 

"引领布拉格风光"

哥特式大教堂伫立于正中央，引领着布拉格的天际线，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
建筑。大教堂内设有众多珍贵的纪念碑，陈列着捷克皇室遗物的皇家陵墓，
圣瓦茨拉夫礼拜堂和加冕室（其中展示有王室珠宝）。圣维特大教堂的基石
在查理四世（1316年 - 1378年）的引领下于1344年建造。大教堂直到1929年
才正式完工。进入大教堂无需门票，但参观陵墓和其他景点需要门票。

 +420 224 373 368  www.katedralasvatehovit
a.cz/cs

 redakce@katedralasvateho
vita.cz

 III Nádvoří 48/2, Pražský
hrad, 布拉格

 by Nigel Swales   

皇家花园 

"精美的修剪花园"

1534年由费迪南德皇帝建立，布拉格城堡外的皇家花园是美丽的修剪整齐的
草坪和美丽的插花。这些花园是文艺复兴风格的有机创造，皇室会走在绿叶
之间，欣赏珍稀植物。今天的花园大多是英式风格的，虽然仍然有一些文艺
复兴元素和巴洛克风格的特征。

 +420 224 37 3368  www.hrad.cz/en/prague-
castle-for-visitors

 info@hrad.cz  Mariánské hradby, 布拉格

 by LenDog64   

在布拉格国家画廊 

"斯拉夫现代艺术的转折"

在布拉格的国家美术馆，您可以亲眼目睹扬·普雷斯勒（Jan
Preisler）喜怒无常的风景，弗兰提斯克·库普卡（Frantisek
Kupka）的令人兴奋的文摘以及弗拉基米尔·科科利亚（Vladimir Kokolia）
的冥想画布等等。还有毕加索，布拉克，克里姆特等人的西欧绘画作品。两
三个捷克或外国的临时展品通常都会展出，而这些展品通常都是最好的。布
拉格的国家美术馆并不局限于一座建筑物，相反，展品分布在各个地方，尽
管主要的现代艺术展品位于VeletržníPalác。

http://flickr.com/photos/jmilles/31994392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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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2 2430 1297  www.ngprague.cz  Dukelských hrdinů 47, Veletržní
Palác, 布拉格

 by Øyvind Holmstad   

洛雷托布拉格 

"布拉格最着名的景点"

靠近布拉格城堡，洛雷托教堂是一个巨大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反映了过去
的辉煌时代的景象。该教堂始建于1737年，由克里斯托夫·迪恩岑霍夫（Chr
istoph Dientzenhofer）和他的儿子基连·伊格纳兹·迪恩岑霍夫（Kilian
Ignaz Dientzenhofer）建造雄伟的钟声带着30钟响尾礼拜朝圣者和游客，这
是人们可能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建筑内有许多教堂和庭院，其中值得一提的
是以圣维尔福斯（Saint
Wilgefortis）雕像为特色的“圣母悲伤圣堂”（The Lady of Sorrows）。
这个雕像是一个穿着长袍而不是腰布的基督的描绘。在楼上的房间里有一个
历史和宗教的文物展览。

 +420 2 2051 6740  www.loreta.cz/domains/l
oreta.cz/index.php/cz/

 loreta@kapucini.cz  Loretánské Náměstí 7,
布拉格

画廊米罗 

"在修道院地面"

这座位于斯特拉霍夫修道院（Strahov Monastery）内的教堂是这个城市最不
寻常的地方之一。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风格和哥特式风格的高大细长
组合。一个成功的斯洛伐克艺术品经销商使用他的三个布拉格画廊之一。定
期的销售展览包括公司董事会会议室的各种现代艺术，以及达利，布拉克和
毕加索等艺术大师。别忘了带上你的支票簿！

 +420 2 3335 4066  www.galeriemiro.cz/  miro@ini.cz  Strahovské nádvoří 1/132,
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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