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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之家 

"瞥见最美好的生活"

Bose路54号是加尔各答最著名的地址之一，也是游览这座城市的必去之地。
这座名为“垂死之家”的建筑是仁爱传教会的总部，也代表着特蕾莎修女的
愿景，为绝境带去希望与爱。如今，特蕾莎修女的慈善修女们也都穿着蓝色
商标的莎丽服，继续发扬着仁爱精神遗产。游客可以在特蕾莎修女的坟墓上
表达敬意，并参观这里的博物馆，里面陈列有她的日常生活物品，比如凉鞋
和旧碗，这些物品都反映出了她的朴素作风。这个地方能够让你看到人类最
慈爱的一面，唤起你的独特情感。

 +91 33 245 2277  www.motherteresa.org/  54/A A.J.C. Bose Road, Missionaries
of Charity, 加尔各答

 by Kolkatan   

Raj Bhavan 

"皇家住所"

在殖民统治期间，英国人建起了宏伟的建筑和富丽堂皇的住宅，经常在英国
复制建筑和政府办公室。 Raj Bhavan是加尔各答这样辉煌的遗产地标之一。
蔓延到27英亩，铁艺大门和狮子顶上，给整个地方造成了一种雄伟的魅力，
并在强大的统治者和无能为力的普通人之间划清界限。直到加尔各答不再是
印度的首都，德里仍然是总督和总督的官邸。它拥有许多套房，其中最重要
的套房是以威尔士亲王命名的“威尔士王子”套房，以总督命名的“威尔斯
套房”（Wellesly Suite），委托建造拉吉巴旺（Raj Bhavan）。它还设有
一个图书馆，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书籍和官方期刊，仅仅是在独立前的时代
就被前任总督遗留下来。除此之外，还收藏了一大批珍贵的手稿和照片，每
一年都在不断丰富。目前，西孟加拉邦省长居住在这里，接待重要的外国代
表，政要和正式会议。虽然由于安全原因，你将无法从内部看到建筑，美丽
的外景值得一游。

 Goverment Place, 加尔各答

 by PublicDomainPictures   

印度博物馆 

"最古老的印度博物馆"

印度博物馆位于Jawaharlal Nehru路上，是世界上同类博物馆之一。博物馆
于1814年由纳撒尼尔·瓦利克博士（Dr. Nathaniel Wallich）创立，最初位
于亚洲社会。然而，不断增加的文物曲目已经转移到了当前的必要位置。今
天安置印度博物馆的洁白的大厦由建筑师W.L. Granvil，也是加尔各答高等
法院和G.P.O等重要地标背后的名字。馆内有三层，六十个不同的画廊，探索
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和技术等领域。博物馆藏
品今天有100多万件展品，您可以在访问期间找到从埃及木乃伊到陨石的任何
东西。画廊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对古代印度艺术有一些罕见的见解。不同
学院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发现博物馆除了大量的文物展示外，还有一个图书馆
和一个书店。印度博物馆全年举办一些有趣的活动，偶尔还会举办各种短期
课程和研讨会。面积超过10000平方英尺，最好在这个博物馆度过一整天。

 +91 33 2249 9902  www.indianmuseumkolkata
.org

 imbot@cal2.vsnl.net.in  27 Jawaharlal Nehru Road,
加尔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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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花园球场 

"抓住和打倒"

伊甸花园不仅是加尔各答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板球地图上的重要标
志。该体育场以毗邻的伊甸花园命名。从1864年开始，板球纪录就是由标志
性的球员制造和打破的。是什么让这个体育馆与其他同行相比是独一无二的
呢，就是人群对这个游戏的激情。玩家的注意力几乎要在大声欢呼声和噪音
中进行测试。尽管球迷不守规矩的行为导致了比赛中断，但这个球场仍然是
所有板球运动员中最受欢迎的。在伊甸花园（Eden
Gardens）的表演中，包括Harbhajan Singh在2000 -
01年对澳大利亚人的帽子戏法，VVS Laxman在同一赛季中获得的281次，这是
这个场地记录的最高的个人得分。尝试在比赛期间参观伊甸花园，感受空气
中的刺激。

 +91 33 2248 1528  Netaji Subhash Chandra Bose Road, 加尔各答

 by Manuel Menal   

豪拉大桥 

"胡格利河的标志性桥梁"

新豪拉大桥是为了取代旧的浮桥而修建的，为了纪念杰出的孟加拉诗人及画
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于1965年更名为Rabindra
Setu。但人们通常还是称其为豪拉大桥。这座悬臂桥位于Vivekananda
Setu与Vidyasagar Setu之间，是加尔各答三大桥梁中第一座，完工于1943年
。豪拉大桥是加尔各答最繁忙的桥梁，每天有成千上万辆汽车通行，为这座
城市的繁荣与活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座大桥横跨于胡格利河之上，是一
个卓越的工程技术产物。这座桥的修建增加了豪拉车站附近的车流量，行人
、小贩和商人的聚集也让这里变成了加尔各答重要的区域。豪拉大桥是伟大
的历史遗产，是一座标志性建筑，围绕着这座大桥的人物与故事都是这座城
市的宝藏。

 +91 33 2220 5370  calport@vsnl.com  Off Maulana Azad Road, 加尔各答

 by "Public Domain CC0"   

迈丹 

"巨大的理由"

印度其他印度的地铁城市，如孟买，都渴望绿色空间，加尔各答拥有丰富的
公园，场地和展览场地，迈丹是其中之一。它是西孟加拉邦最大的空地之一
，在孟加拉的中心地带有一个特殊的地方。皇家高尔夫俱乐部，维多利亚纪
念堂，伊甸花园，加尔各答赛马场等着名建筑物和地标的所在地;名单是无止
境的。
Maidan还包括像寇松勋爵和坎宁这样的英国人的雕像，以及像Subhash
Chandra Bose，Raja Ram Mohan Roy，Chittaranjan Das，Mahatma
Gandhi和Jawaharlal Nehru这样的着名印度人。该公园举办了加尔各答书展
的政治集会，演讲，文化活动和展览。迈丹是加尔各答及其居民固有和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91 33 4401 2659 (Tourist
Information)

 visitwestbengal@yahoo.co.in  Jawaharlal Nehru Road, 加尔各答

 by Ankitesh Jha   

圣保罗大教堂 

"神圣空间"

圣保罗大教堂是加尔各答的“东方第一圣公会教堂”之一。Bishop Daniel
Wilson于1839年开始修建该大教堂，并于1847年完工。该大教堂由William
Nairn Forbes少校设计，类似于坎特伯雷大教堂里的Bell Harry塔。原始白
色墙壁、彩色玻璃窗、雕刻木头物件和壁画都能让你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
虽然教堂被彻底毁坏了两次，但都进行了修复，恢复了昔日的辉煌。在餐馆
圣保罗大教堂时，也可以顺便游览附近的景点，比如维多利亚纪念堂、Nanda
n、Mahanagar Peace Park和比尔拉天文馆。

 +91 33 4401 2659 (Tourist
Information)

 www.kolkata.org.uk/reli
gious-places/st-pauls-
cathedral.html

 visitwestbengal@yahoo.co
.in

 Cathedral Road, 加尔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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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 

"艺术打败"

1933年，从印度博物馆租借的一间小房子开始，成为探索城市中心艺术的基
础。美术学院位于比尔拉天文馆旁边，靠近维多利亚女王纪念馆，以展览形
式展现了众多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意激情。学院内的永久画廊包括当代艺术画
廊，旧纺织画廊，旧地毯画廊，微型画廊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原始作
品，手稿和绘画的拉宾德拉画廊。众所周知，内设一个大礼堂，举办各种文
化节目，戏剧等。培训项目和艺术课也定期举行。在主楼周围，一些有趣的
雕塑肯定会激起你的兴趣。查看当地报纸或向办公室查询当前事件日程。

 +91 33 2223 4302  2 Cathedral Road, 加尔各答

 by Daniel Bourne   

维多利亚纪念馆 

"皇家纪念馆"

标志性的维多利亚纪念馆由纯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拥有天使般纯洁的白色
穹顶，屹立于草坪和摇曳的棕榈树丛中。这座宏伟的建筑是为了向英格兰维
多利亚女王致敬而修建的，也是加尔各答市的最佳地标之一。印度总督柯曾
爵士建造了这座犹如女王本人一样威严的皇家纪念馆，这座宏伟的建筑充满
了悠久的历史气息。纪念馆坐落于胡格利河沿岸，里面有美丽的花园、翡翠
绿池、博物馆、英国人和印度人的雕像及半身像。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
是，印度王子与公民都为维多利亚纪念馆的修建作出了贡献，总建筑成本约
为1,05,00,000印度卢比。巨大的雕刻立柱、错综复杂的大理石穹顶和高松的
塔楼都体现除了印度工匠的精湛技艺，他们在修建该建筑物的过程中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美术馆和博物馆中珍藏有英国的大事记，包括讲述女王一
生中的重要事件的绘画、雕塑和手工制品，囊括了加冕典礼和住所事件。除
此之外，这里还收藏有蒂普苏丹英勇王子和战士的剑，以及普拉西战役的大
炮。文字和照片并不能表现出维多利亚纪念馆的宏伟与辉煌，亲身游览此处
能够启发你的心灵和想象力。

 +91 33 2223 5142  www.victoriamemorial-
cal.org/

 victomem@cal2.vsnl.net.i
n

 Queens Way, Victoria
Memorial Hall, 加尔各答

比拉工业科技博物馆（BITM） 

"记录进度"

贝拉工业科技博物馆成立于1959年，是全国科学博物馆理事会所有科学中心
和博物馆的母体，是全国首个科学工业博物馆。 BITM作为一个核心的博物馆
，记录了通讯，钢铁，大众科学，运输，电子和电视画廊的科学发展史。但
为了跟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已经是一个全面的科学中心，旨在向参
观者灌输科学的基本原理。 BITM在保留原画廊的同时，还推出了趣味科学展
，科学魔术展，魅力物理展等多种互动展品和教育节目。虽然博物馆内容广
泛，但对于游客，儿童和学生来说，目标受众在这里。科学中心还全年举办
一些活动，包括讲座，研讨会和展览，涵盖重要和相关的主题。查看网站上
的每日节目，学生旅游等的详细信息。

 +91 33 2289 2815  bitm.gov.in/  bitm@cal2.vsnl.net.in  19A Gurusaday Road,
加尔各答

 by garageband   

CIMA 

"与艺术走"

自1993年成立以来，CIMA已经成为最受认可的艺术和文化中心。最先进的CIM
A画廊收藏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着名艺术家的精彩当代艺术作品。令人惊叹的帆
布画在墙上，描绘了哲学和观念艺术的各个方面。 CIMA还组织了一些展览，
其中新芽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展示他们的才能和与成熟的艺术家互动的平台。

 +91 33 2485 8717  www.cimaartindia.com/  cimacal@vsnl.com  43 Ashutosh Chowdhury
Avenue, Sunny Towers, 2nd
Floor, 加尔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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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ublic Domain CC0"   

Alipore动物园 

"巨型动物和稀有品种"

Alipore Zoological Gardens的根源在于19世纪由总督韦尔斯利（Lord Well
esley）所拥有的私人动物园。然而，回到英国只有很多年，在阿里波利建立
了一个正式的“动物园”。 1876年由爱德华七世创立的Alipore Zoological
Gardens是该国首创的，非洲水牛，桑给巴尔羊，四角羊，杂交克什米尔山羊
，印度羚羊，印度羚羊和水鹿鹿是在这里举行的第一个品种之一。动物园以
安置在2006年死亡的阿尔达布拉巨龟“Adwaita”而闻名，250年后！ 20世纪
20年代，动物园被公认为圈养繁殖的先驱;苏门答腊犀牛是成功的育种项目之
一。然而，多年来，由于动物维护不善和“虎豹杂交计划”（狮虎杂交种）
，受到了很多批评。今天，Alipore动物园或动物园仍然是该城市的主要
景点，房屋种类如孟加拉虎，非洲狮，大印度独角犀牛，网状长颈鹿，单峰
骆驼和印度大象。动物园分布在45英亩的土地上，还设有一个爬虫屋，灵长
类动物屋，豹楼和大象屋。它可能会花费你一小时之间的任何时间去整个动
物园游览;国家图书馆，农业园艺园和Alipore监狱就在附近。收费250卢比后
，客人可以进行摄影。

 +91 33 2479 1150  Belvedere Road, 加尔各答

贝拉艺术与文化学院 

"探索艺术"

当你站在大楼前时，你一定会想知道为什么学院需要这样一个高层建筑来操
作。但是，一旦你走进这些问题，任何这样的问题都是正确的，审美的，奠
定了休息。 Birla艺术与文化学院成立于1967年，一直是加尔各答艺术的坚
定支持者。学院内的博物馆有许多藏品，包括印度，国际和当代绘画以及雕
塑。然而，十一层的大部分通常都是有趣的临时展览和展览。图书馆配备了
各种形式的艺术文化资源。除此之外，学院还经常组织文化活动以及教育讲
座，研讨会和暑期课程。每年举办一次名为Kala Mela的活动旨在展示即将到
来的本地艺术家。位于毗邻卡利巴里湖，你总是会发现一些令你感兴趣的东
西在这个艺术中心！

 +91 9339503280  www.birlaart.com/  biswas_t@birlaart.com  109 Southern Avenue,
加尔各答

 by Knath   

达克希涅斯瓦寺 

"致敬卡利"

印度女神卡利是加尔各答的一部分，也代表着这里的人民。达克希涅斯瓦寺
建筑群是孟加拉邦最具宗教意义的景点之一，拥有传统 Bengali Navaratna
风格，也有专门为卡利修建的九座尖塔结构。这个辉煌的建筑群中有几个较
小的寺庙，包括九座湿婆神庙和Radha Krishna寺。达克希涅斯瓦寺的主色调
为红色和黄色，朝圣者五彩的服饰让这里变成了有趣的调色板。Devi（负责
修建该寺的人）的雕像。这座寺庙优雅而壮观，还设有一个大型停车场，可
以容纳信徒的正常活动。胡格利河与Vivekananda Setu是衬托这座庙宇的背
景，这里因备受尊敬的瑜伽信徒和神秘主义者Ramakrishna而闻名。这座寺庙
坐落于一个带阶梯的地基之上，每天都有众多朝圣者前来参观，这里大多数
时候都很拥挤。

 +91 33 2564 5222  www.dakshineswarkalitem
ple.org/

 info@dakshineswarkalitem
ple.org

 Rani Rashmoni Road,
Dakshines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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