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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信息》
旅游业工人的专业杂志

Destination

激励现代和给人深刻印

在波兰见!

欢迎你们去风景漂亮的马佐夫舍 (MAZOWSZE),
弗雷德里克•萧邦出生的地点旅行。 热拉佐瓦沃拉（ŻELAZOWA WOLA）
位于离波兰首都华沙西边54公里。这个地方跟肖
邦童年和早年很有关系。这小镇和肖邦出生的故
居非常值得参观。现在在故居里有博
物馆。里面收藏的纪念品表现当时的风格。
自五月到九月，可以聆听肖邦音乐音乐会都被波
兰的和外国的著名音乐家或者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获奖人弹奏的。在房子旁边都有很少见的天然公
园,公园里有肖邦的纪念碑。
BROCHÓW的天主教堂, 位于离华沙50公里, 在
KAMPINOS 国家公园,跟肖邦家 的历史
特别有关系的。在这儿作曲家的父母结婚了,
然后给儿子施洗礼。 这种风景点属哥德
和文艺复兴建筑形式把神圣的而设防的
风格联起来。第一个关于天主教堂历史方面的提
及来自1113年。肖邦离开祖国最后的音乐会之一,
就在索哈契夫 (SOCHACZEW) 在热拉佐瓦沃拉（ŻELAZOWA WOLA) 附近。
现在在这里有以肖邦 的名字 的音乐 学校。
学校集合有天赋的学 生,同时支
持肖邦音乐的传统。
SANNIKI, 位于离华沙84公里, 也非常值

马佐夫舍肖邦旅游线路

得去参观。现在这个小镇有一个很积极 地工作肖
邦 中心, 也有当地民族文化中心。 有一次肖 邦在他
同学这儿过了暑假。SANNIKI 区有非常 丰富的
民族传统。当地的调子 优美的音乐加丰富 的仪式
对年轻的肖 邦肯定很激 励的也非常迷 人的。1827
年旅行波美拉尼亚 (POMORZE)时, 肖邦偶然 过访
ROŚCISZEWO 庄园。 到现在有保 留了十七年
纪的一层的庄园建筑和肖邦出发之前做礼拜的天主
教堂。为了尊敬作曲家, ROŚCISZEWO 本地人
一直组织肖邦音乐会。 马佐夫舍 浪漫的风格对丰
富的肖邦音乐 有了非常大 的影响.
许多人把他的音 乐称谓世界上最美 丽的现象.

www.mazovia.pl
地图被[肖邦的马佐夫舍]当地旅行组织设计出

城市跟肖邦生活及作品有直接的关系
其它肖邦旅游线路的小城市. 优美

华沙神奇的古
城不断地使游
客惊异。
难怪，是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列
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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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城镇和现代化城市，野生动物和高文化。在哪里可以找
到这一切？当然，只有在波兰。其非凡的历史，景观，当地人
的热情款待都几年来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对中
国人来说，这里依然是不为人知的地点。同时，多样性和独特
的观光胜地，表现波兰与其它欧洲国家加以明显地区别。

Studio4you, Iwona Bóta

田园如画的马佐夫舍，肖邦出生的地区，不仅吸引对著名音
乐家的生活有兴趣的音乐爱好者，而且要解脱从大城市的热闹
。就在这里，可以看到独特波兰的景观，其音乐图片表现在肖
邦杰作的作品里。但马佐夫舍也是波兰首都。华沙是动力的，
令人惊讶对比的城市，政治和艺术中心。在这里，在最新历史
的痕迹旁边可以看到有远见的未来的计划。
另外，有波兰历史中心，世界上著名的克拉科夫。其数百年
的传统吸引游客。宏伟的名胜古迹如瓦维尔城堡，国王住的地
方或者迷人的热闹的旧市场早已如磁铁似的吸引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
波兹南和弗罗茨瓦夫是个鼓舞
人心的交叉的地方。后工业主
大都市和野生的性
义遗产爱好者邀请参观后工业
质。重视传统
性的罗兹。就在那儿现代化
的博物馆，大型购物中心和
和不同文化的
艺术中心位于旧工厂里。
当然，数百多值得在波兰访
影响。这一切都
问的地方中，这就是几个而已。
使来自世界各地的
[旅讯]欢迎您们参加这种迷
人之旅。一路平安！
游客来波兰旅游。

《旅游信息》
是波兰旅游行业最重要
的双周刊杂志。 《旅游信息》
发表的文 章都关于波兰及世
界上最重要 旅游活动，
所提供信息 都可靠而现行 的包括法律、
行销及组织工作方面。《旅游信息》发表法
律规定、文件及给专家每天所需要的简报为
了介绍世界的旅游行业最新的潮流。

版本同波兰旅游组织和波兰旅游信息中心联
合制作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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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

4
1 马尔堡的条顿骑士团城堡。欧
洲最强的防御建筑之一。综合
建筑包括三座城堡位于风景如
画的Nogat河。现在巨大城堡
里的博物馆使游客更好理解城
堡历史。

历史城市市场。风景如画的
华沙、Zamość 克拉科夫和托
伦的古城都多年以来吸引旅
客。丰富多彩的，精美装修
的建筑包围了广泛的城市市
场，不仅是最大的景点，
而且也是文化和城市娱乐中
心。

Zebrzydowska
7 Kalwaria
之苦路。1600年 Mikołaj
Zebrzydowski创造的
艺术品获得名声，其艺术品
不仅在波兰著名，而且在世
界各地。除了苦路他设计了4
1个圣建筑，教堂，并小教堂
位于在风景如画的山。

公园。
9 Mużakowski
广泛（1000公顷）的园林公
园。公园景观是完全被人
类手中的工作。观赏树木
和灌木覆盖着人类设计的
山。在低地上有渠道。

Oko）。
维利奇卡盐矿。世界上独一
(Jaskinia
10 洞穴的天堂
8 亚沃尔和希维德尼察的两个
2 海之眼（Morskie
和平教堂。世界上只有两个
Tatra山区的一个湖位于在139 5 无二的游览胜地。世界上最
Raj)。Jaskinia Raj 位于
古老开放的公司。游客可以
在地下135米深的矿井里步行
，欣赏盐雕刻的室和教堂。

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野
3 Mazury千湖之区。是一个理
想湖上航行之区。一方面仍然 6 牛之土地，欧洲上最大的活
野生，另一方面其旅游基础设
施都很良好的。

的哺乳动物，而且
12000其它物种生活空间。访
问无限的森林，让人家忘掉
文明的存在。深不可测的深
渊的森林，是波兰最神秘的
地方之一。

这样的建筑。那年纪根据特
别法律就可以把福音教堂建
设在奥地利帝国天主教国家。那时代福音教
堂只能在城外建，无法建塔
或建造时用耐用品。

Świętokrzyskie山充满了
钟乳石和石笋,
因此对游客比城堡里的
宝物更吸引的。

Photo: Malbork

5米高。到达那儿并
不容易，但一看像失去了在山
头之间的湖，非常值得爬。

CITY LIFE

对我算世界上最神奇
和吸引人的地方
(Ryszard Horowitz)

我爱克拉科夫。自从我想起来这是
与我的青少年联想在一起的城市。
在这儿我花了前20年的生命。这段
时间给我深刻的印象而且算最重要
的。把城市的气氛，羊宫地下室卡
巴，朋友们，艺术家，音乐家及最
爱的教授们，其中我长大了，我都
保留了在心里面。我一直寻找访问
克拉科夫的机会，尽管海洋分隔我
们。立即到达克拉科夫后，我去城
市市场看看是否Wiea
Mariacka还在，听塔上的号声，
然后走更反映的步行
到旧[卡齐米]区，最后我总是吃犹太
式鲤鱼。尽管我几乎把全世界旅游
过了，克拉科夫将永远在我心中。

实用信息
旅游信息:
市政府大楼塔(Wieża Ratuszowa)
中央集市广场一号
e-mail: it@infokrakow.pl
导游:www.guide-cracow.pl
飞机场: www.krakowairpor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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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Maciej Plewiński

KRAKÓW

中世纪城墙充满生机
童话似的建筑，没完没了的夜生，
艺术性气氛–这一切使来自欧洲各地
的游客 不断地流到克拉科夫。
难怪，对欧洲人来说克拉科夫是最
喜欢城市之一：很难逃
脱它的美丽和神秘的气氛。
无法抵抗其无
数的古迹位于在
曲折的中世纪街道，
神奇的地方，或者咖啡
馆的气氛。由于中世纪
古城建造方式，
你可以散步或乘
出租马车观光游
览所有的主要地方。
克拉科夫是一个艺
术家的城市。他们最喜
欢的地方是
以前的犹太人居住区[卡齐米]位于在
城市中心的郊区。十多个剧院，在
世界遗产名录登记的古城和文化活
动非常频繁地举办在市场广场上都
等待文化艺术爱好者。

在数百个餐馆和酒吧里，克拉科夫
还提供不少世俗的快乐。所有的俱
乐部有自己的风格而很有特色。大
多数酒吧都早晨才关门，等到最后
客人的离开，免费入场。

数十个便宜的旅馆和世纪大豪华酒
店大的选择很也吸引游客们。
酒店中有些著名的如获得了世界旅
游奖的波兰最好的酒店[哥白尼酒店]。

Szafarnia 肖邦邦中心
Szafarnia肖邦中心的特色在于肖邦在1824年及1825年两次拜访
了那儿的小楼。肖邦在他同窗好友Dziewanowscy家的宫殿里
渡过了暑假。Szafarnia和Dobrzyn土地的丰富民族传统是肖邦
音乐的灵感来源，他就在Szafarnia里创作了四个最早的玛祖卡
舞曲，并在这里写信给住在华沙的父母，他的书信风格非常特
别，与当时《华沙急差》杂志里所刊登的文章相仿。

Daniel Pach

肖邦中心全年都欢迎愿意了解肖邦生活及作品的游客。在宫殿
里有练习房、会议室，室内有备有完善视听系统的访客室及艺
术咖啡馆，在里面可以品尝到特别为游客准备的「肖邦咖啡」
。室外则是占地三公顷的大公园，公园中心为大钢琴象池塘。
参观SZAFARNIA的游客欢迎参加:
- 「见面肖邦」：关于肖邦的展览和电影
- 「肖邦音乐会」：包括关于肖邦的演讲(外语)而「肖邦晚餐」
- 「肖邦野餐」：对公司或者公家机关
- 硕士课程
- 音乐课
- 肖邦图书馆
- 「肖邦旅游线路」：参观SZAFARNIA 附近的小城市
(GOLUB, OBORY, TORUŃ)
- 除夕晚会「在肖邦那儿」
- 过夜房

www.szafarnia.ar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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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
西里西亚工业技术遗迹是一个特殊吸引力的旅游线路。
西里西亚区内各种地方有难以置信的建筑，其风格真令人叹为观止。
入旅游线路可以发现西里西亚最不寻
常的珍宝。其中包括古迹银矿位于

蒸汽时代之珍宝 进

Tarnowskie山，卡托维兹独特的[Nikis

zowiec]工人殖民地，[Guido]煤矿在扎布热，
Radzionków 面包博物馆，
格利维采广播站，或蒂黑酿造博物馆。
西里西亚人欣赏他们独特的传统和把它成为该
地区的独特优势。工业遗迹仍然很活
力的比如在 Tarnowskie山黑鳟鱼隧道，
游客可以乘划独木舟地下的轴，以及
Radzionków面包博物馆尝试被自己烘烤的面包

我们公司的使命是在为赌博服务市场作为可靠的领先者。
我们已经工作了20年。在波兰最大的城市里我们有家9赌场和5家游乐场
。为了专业地完成日益增长客户的期望，我们公司主要的服务是提供安
全，高档娱乐地方。
对喜欢最多激动情绪的客户我们提供了传统的美式轮盘，廿一点和扑克
除了这几个以外把我们专家团准备的修改的扑克叫做：
「奥比斯赌场扑克」，「奥比斯赌场大扑克」。

自7月以来，访问华沙Mercure Grand
Hotel里的大赌场美游客可以在波兰唯一的百家乐
赌桌碰碰运气。我们所有的中心都邀请来我们一应俱全的酒吧，
在那里我们亲爱的客人可以放松喝自己喜爱的饮料，或尝着奥比斯赌场
菜单里的菜。我们友好的和专业工作人员，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保证了
最高水平的服务。

CITY Hotel 的赌场
3-Maja Street 路 6号
Bydgoszcz

Cracovia Hotel的 赌场
Focha Avenue街 1号
Kraków

Novotel Poznań Center的赌场
Wł. Anders 广场
波兹南

Neptun Hotel的赌场
Mateka 路18号
什切青

Sofitel Victoria Hotel的赌场
Królewska 路11号
华沙

Slot Hall
Traugutta路 4号
罗兹

Novotel Katowice
Center的赌场
Roździeńskiego街 16号
卡托维兹

Entertainment Center Silver
Screen的赌场
J. Piłsudskiego街5号
罗兹

Sofitel Grand Hotel 的赌场
Powstańców Warszawy路
12-14号
索波特

Mercure Grand Hotel的赌场
Krucza 路28号
华沙

Slot Hall
Trubadurów路8号
格但斯克

Slot Hall
Kobylińskiego 路 4号
普沃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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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W. i Z. Panów (PZ Studio)

欢迎来到华沙 -著名波兰人的城市 - 弗雷德里克萧
邦和两次获得了诺贝尔奖，波兰最有名的科学家 -玛
丽亚罗多夫斯卡-居里。
城市，由于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特的氛围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超过100个国际赛活动包括国际明星
及不同寻常的博物馆也很吸引人。
参观时可以选教科文组织旅游路线，散步皇家之路 城市最美丽的大道。
这条路把皇家城堡，瓦金基宫和维拉诺宫殿两
个宫殿连接在一起。
也可以享受艺术布拉格区 (Praga) - 华沙最有风
格的区或放松了在许多公园和花园。
在众多的选择之一是萧邦的旅游路线。
萧邦年时我们特别建议你们选旅游路线。

来自本人的邀请
您心中的华沙什么样？也许您不清楚，但我愿
意跟您分享我心中的华沙，我保证，对她的了
解知根知底。我想给您讲述我２０岁离开祖国
时的华沙，并且一直讲下去，直到永远。徜徉
在巴黎、伦敦、诺昂、马略卡，我如此渴望回
到华沙——
这听起来很奇怪。是的，正因为生活在这些城
市，才使我懂得华沙是极其吸引人、活力四
射的城市。这种生命力源于对她不离不弃的
子民。这就是华沙，即使在２００年后也能找
到我的足迹。我的足迹遍布华沙，所到之处难
分优劣。

邀您一同徜徉城市中心的自然——萨斯基花园
(Ogród Saski)
潺潺的流水，脚步的回音，簌簌的树叶，欢快
的鸟鸣——唯独缺少马蹄声。
除此之外，萨斯基花园的回声和我的时代别无
二致。当我孩提时散步于此的时候，这座当时
最古老的公园已经有100年历史。
事实上，这座公园已经从最初设计的法兰西风
格向更加自然的英格兰风格过渡。
不管怎么说，现今的人们已经比19世纪的时候
更加自由随和。那时的萨斯基花园是上流社交圈
聚会的场所，衣衫褴褛的人和商贩谢绝入内。
不复存在的建筑——萨斯基宫 (Pałac Saski)
在我的年代，萨斯基花园的尽头就是萨斯基宫
。这是一座带有两翼的宫殿式建筑，直到
1763年仍被国王当作行宫，此后另有他途。
当我父亲成为华沙中学的法语教师时，我们全
家搬至学校所在地——
萨斯基宫。我在这里度过了7年时光。
我出国后，萨斯基宫两翼间建造了精美绝伦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总统府
(Pałac Prezydencki)
1818年2月24日，8岁生日的前一天，我第一
次公开演出获得成功。到当时为止，我仅在家
中、一些小型私人沙龙以及教堂中演奏过，获
得一定好评。但第一次由华沙慈善协会组织的
演出是在沙皇总督所在地举行的。后来许多重
要的政治事件发生在这座宫殿式的建筑中——
华沙公约在此签署，圆桌会议在此举行，
《里斯本条约》在此批准。
黑咖啡和繁重的学习——音乐学校和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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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ród Saski

Photo: W. i Z. Panów (PZ Studio)

脱胎换骨的天才——卡齐米日宫
(Pałac Kazimierzowski)
经过华沙标志性的“克拉科夫郊外”大街，在华
沙大学校区内，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了10年。我
们全家搬进卡齐米日宫，华沙中学也迁于此。
我当然也在这所中学读书。十几岁的孩子上中
学现在看起来司空见惯，但对我来说，最重要
的是学弹钢琴，上音乐课，以及创作能够惊艳
男女同学的第一批音乐作品。这一时期，我因
为能够演奏非同一般的乐器而获得普遍关注。
当我用配备金属共鸣管的原始钢琴举办音乐会
后，听我弹奏的俄国沙皇送给我一枚钻戒。

可以练习培养另外一种乐器的演奏能力。修女
教堂是华沙为数不多从我所处的19世纪一直保存
至今、风格不变的建筑之一。虽然历经战争磨
难，教堂整体和设施，包括我每星期弥撒时都要
演奏的管风琴构件，仍然顽强地保存了下来。

Pałac Wesslów

艺人和学者的沙龙演奏——科拉辛斯基宫
(Pałac Krasińskich)
我在华沙居住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地方仍
是一个宫殿式建筑——科拉辛斯 基宫。 宫殿
二层常年再现家庭沙龙的场景。这里同之前的
住所一样，每周四都要举行音乐和聊天沙龙。
在这里， 我第一次拥有 自己的房间——
正因为此，我有了更多 安宁和私 人空间，
创作了许多作品，筹备了两次钢琴音乐会，并
为朋友举办音乐会。

由约瑟夫·艾尔斯内尔创办的华沙音乐学院前
身是艾尔斯内尔更早建立的演说和音乐学院。
我１８２６年开始学习，它使我汲取到音乐创
作领域的知识。毫无疑问，当时遍布学校附近
的咖啡馆使我的学习生活多姿多彩。华沙音乐
学院和华沙音乐学校都设立在城堡广场上的圣
伯拿教堂，今天这里已辟为隧道上方一片空旷
的广场。从这里，沿着缪多瓦大街和长街前往
科拉辛斯基广场时，途中经常能够在名为“灰
姑娘”（Pod Kopciuszkiem）、“小洞”
（Dziurka） 和“霍诺拉特卡”（Honoratka）
的咖啡馆中逗留。时光流逝，最后一个列举的
咖啡馆直到今天仍然在旧址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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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免于难——修女教堂 (Kościół ss. wizytek)
在我生活的年代，宗教在学校是必不可少的。
整所学校，不管学生还是老师每星期天都要去
教堂。我15岁时担任学校的管风琴手，这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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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ściół ss. Wizytek

Photo: W. i Z. Panów (PZ Studio)

廊柱。但今天无名英雄墓边只留下廊柱的断壁
残垣，其余部分已经毁于1944年的战火。

Kościół Św. Krzyża

Pałac Prezydencki

Photo: W. i Z. Panów (PZ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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Łazienki

Sąd Najwyższy

献给音乐爱好者——科拉辛斯基广场
(Plac Krasińskich)
我第一次身兼演奏者和作曲者举行音乐会的国
家大剧院毁于“十一月”起义，地点大约在今天
的华沙起义纪念碑附近。还可以回忆起的是，
在“一月”起义前夜，我的钢琴被俄罗斯士兵弄
坏。哎，这些起义！
随后，我便走上国家剧院的舞台。在同样的演
出大厅，我作为听众聆听到玛丽娅·辛曼诺夫
斯基、尼古拉·帕格尼、哈丽叶塔·桑提等杰出
音乐人士的表演。不久后，在名为“华沙使者”
的音乐会开始前有人这样写道：肖邦钢琴音乐会
实现音乐爱好者的所有梦想。这真是有意思！

听! 对你的倾诉——瓦津基公园(Łazienki)
５月至９月的每周日，瓦津基公园肖邦纪念碑
旁都会举行肖邦作品音乐会。肖邦音乐作品在
波兰被占领的很长时间内被德国纳粹禁止弹
奏，后者于１９４０年将纪念碑毁掉。对他们
来说，肖邦太“波兰化”，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１９３９年，当瓦迪斯瓦夫·什彼尔曼通过电
波现场演奏肖邦的《Ｃ调小夜曲》时，波兰华
沙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被炮弹爆炸中断了。
二战胜利后，什彼尔曼演出的第一个曲目仍然
是《Ｃ调小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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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离科加——科加街（Ulica Kozia）
和维塞尔宫( Pałac Wesslów)
科加是当时重要的交通要道，从缪多瓦街到克
拉科夫郊外大街，再没有比科加街更便利的了。
我就是顺科加街返回位于科拉辛斯基宫房
间的，沿途难忘一家叫“布热津斯基家”
(U Brzezińskiej) 咖啡馆。 当然， 咖啡馆不仅
供人休闲娱乐，还是浏览国内外报刊，邂逅老
朋友，获知最新资讯和坊间逸事的场所——
要知道， 那时既没 有网络也没有短信服务。
科加街和特兰巴茨卡街的交汇处便是维塞尔宫
——萨斯基邮 局的所在地。
在我生活的年代，邮政马车是最迅捷的交通旅
游工具——对信件和人均如此。
毕竟，那时候还没有飞机、汽车和火车。

从这里，我永远地告别了华沙。
纪念过去——圣十字教堂(Kościół Św. Krzyża)
和扎莫伊斯基宫(Pałac Zamoyskich)
根据肖邦的遗愿，在巴黎圣玛丽亚·马格达
莱娜教堂举行的葬礼上奏响了莫扎特的《安魂
曲》，在墓地下葬时则演奏了肖邦的Ｂ调奏鸣
曲《葬礼进行曲》。今天，在巴黎拉雪兹公墓
的肖邦墓前，来自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在此凭
吊，就像人们汇聚在吉姆·莫里森墓旁一样。
肖邦表达了希望自己心脏返回祖国首都的愿望。
１８６３年，沙皇的总督遭到未遂暗杀。作为
报复，肖邦存放在扎莫伊斯基宫姐姐住处的一
架钢琴和其他房客的物品被人从窗户口扔下。
但放在木匣中的肖邦心脏得以安放在圣十字教
堂的石柱中，此处还有一块刻有墓志铭和肖邦
像的纪念牌。这些纪念物在华沙起义中被妥善
保护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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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łac Saski

Muzeum Chopina

Kościół Św. Krzyża

Pałac Kazimierzowski

走肖邦的足迹

Photo: W. i Z. Pan

ów (PZ Studio)

萧邦的华沙音导让独立和自定速度地观光华沙。游客散
步华沙街听与作曲家特有关系的地方的信息。对于游客
方便音导语音文件分为14站(萨克森花园，该萨克森宫廷
,卡齐米日宫，Czapskich/Krasińskich宫廷，圣若瑟
照顾者教堂，总统府，华沙音乐学院，Miodowa街的咖啡
馆，克拉辛斯基广场，羊街，邮件撒克逊，圣十字教堂,
Zamoyscy宫廷，肖邦在浴场纪念碑宫殿堂）。音导提供
八种语言，包括中文,都在华沙大会堂网站上:
www.um.warszawa.pl/chopin2010/

2010年下半年主要的活动
6月10日至13日——
国家歌剧院、国家大剧院，
南特音乐节——肖邦公开赛

2010年6月26日——我爱肖邦 在阅兵广场举办的音乐会

7月1日至30日——王宫
第十届花园音乐节——肖邦的花园

8月1日至31日——国家交响音乐厅
第六届肖邦国际音乐节（24场音乐
会，超过300名表演者）

10月1日至23日——国家交响音乐厅
第十六届肖邦钢琴国际大赛
12月21日——国家交响音乐厅
2010年肖邦年音乐会“巴黎沙龙”

华沙旅游咨询
电话：0048 22 194 31, 22 474 11 42
电子邮箱: info@warsawtour.pl
华沙旅游咨询办公室的位置可以在下
面网址查询：www.warsawtour.pl

Krakowskie Przedmieście 路15/17号
萧邦卫兵室2010是一个与萧邦,他的音乐,而且还与由
萧邦灵感其他艺术家作品的聚会场所。在萧邦卫兵室
有旅游信息，举办关于萧邦的定期展览,放电影。所
有的最近的萧邦卫兵室活动消息在我们网站上:
www.chopin2010.pl.

萧邦卫兵室2010

信息
萧邦年最重要的活动
萧邦的华沙
旅游信息
展览
•摄影，绘画，图形
•萧邦音乐著名演员的画像
•关于萧邦肖邦后比赛展览
投影
•音乐会的记录
•关于肖邦纪录片
•电影印象关于萧邦
音乐
自己的执行和录制萧邦的作品可能性
卖
书和相册
萧邦音乐CD
萧邦 的小工具

Bełchatów褐煤矿不仅打破世界产量
的纪录而且打破罗滋县各种奇怪的记
录。就在 Bełchatów 有波兰
最深的穴，也有最高的人造山。
对爱冬季运动的人来说在煤矿附近造
的Kamieńsk山是理想寒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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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魅力

老厂的魅力
虽然罗兹的工业历史已经过
去了,但是城市对其历史非
常自豪。[工场]商场，罗兹
商业和娱乐中心，位置于以
前的纺织工厂。罗兹当代的
，丰富的艺术收藏也在厂房
里找到了自己的地方而成为
-[MS2]罗兹艺
术博物馆。另一种无价的罗
兹古迹是1839年建造的
Ludwik Geyer
的[白厂]现在被成为纺织博
物馆。罗兹木结构建筑遗址
公园令大家 想起
关于罗兹五颜六色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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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基本资讯
波兰共和国位于中欧, 滨临波罗的海,
面积 312683 平方公里,
是欧洲第九大国。波兰是一个中等规
模的国家, 比英国和意大利略大,
占欧洲面积的 3%。
东北毗连波罗的海各国;
东面毗连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西面毗连德国;
南面毗连捷克和斯洛伐克。
波兰基本上是一个低地平原国家,
平均高度为海拔 170 米。
但自然景观并不单调,
波兰有美丽的丘陵, 高地, 湖泊,
南部山区的最高峰高达 2499米。
波兰有许多自然保护区,
国家公园和森林公园。
波兰现有人口 38, 700, 000 人,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24 人。
约 61, 9 % 的人居住在城市, 38, 1 %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首都是华沙, 有 175 万人,
是全国最大的城市。
波兰是一个种族非常单一的国家,
98% 以上的人口为波兰血统,
其余为乌克兰, 白俄罗斯,立陶宛,
俄罗斯, 德意志和 犹太等少
数民族。全国约９０％以上的居民信
奉罗马天主教。官方语言为波兰语。
波兰属海洋性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温
带阔叶林气候。1月份平均
气温-5～-1 ℃， 7月份 17～19℃。
华沙年平均气温９.６℃。
波兰的货币是兹罗提,
与美元的兑换率: 2, 3 兹罗提相当于
1 美元。
政治制度
波兰是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
国徽是红底白鹰图案,
波兰国旗的颜色是白红二色。
经济发展
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发达水平。
自1989年推行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
济为模式的变革以来，大幅度放开物
价，允许私人开办银行，

建立有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实
行货币自由兑换。1992年经济开始回
升，是中东欧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高
的国家之一。2006年波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为5.8%。
目前波经济态势总体趋好。
自1990年实施《国营企业私有化法》
以来，绝大多数国营企业参加了所有
制改造。2005年，波私营部门就业人
员占就业总人数的73.7％，创造的产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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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人口, 语言及货币

旅游业
波兰是世界十大旅游国之一。游客多
来自德国, 俄罗斯, 捷克, 乌克兰,
斯洛伐克和白俄罗斯。主要旅游胜地
有首都华沙, 沿海城市革但斯克,
索波特和什切青，以及托伦,
奥尔什丁,南部古城克拉科夫,
山城扎科帕奈,
克雷尼查和东部的比亚沃维耶扎森林
区等。气候宜人的波罗的海港湾，
风景旖旎的喀尔巴阡山区，
巧夺天工的维利奇卡盐矿每年都吸引
无数游客慕名前来。这里的人懂得森
林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角，

文化
提起波兰，人们自然会
想到肖邦和居里夫人。
肖邦是波兰人引以为骄傲的
伟大作曲家和钢琴家。
华沙举办的五年一度的肖邦
国际钢琴大赛，吸引着
全世界好手角逐，成为国
际音乐界的顶级盛事。
出生于华沙的居里夫人是世
界上第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
奖的女科学家，
她为人类揭开原子的奥秘作
出了巨大贡献。
外交
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
同欧洲的一体化，加入欧盟
和北约。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２日，
波兰正式加入北约。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
波兰正式成为
欧盟成员国。
申根区
波兰2007年12月21日加入申
根区之后游客持一张申根签
证
2008年出境游可多玩九个国
家。从2008年1月起，游客
只要取得一张申根签证，可
以多游览9个国家：捷克、
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
、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届时，中国公民手持一张申
根签证，能去游玩的欧盟国
家将从现在的15个增加到24
个，几乎囊括了欧洲大陆的
所有重要旅游国家，特别是
多了不少东欧国家。
24个“申根协议国”包括：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
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
、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
尼亚、德国、法国、西班牙
、葡萄牙、比利时、荷兰、
卢森堡、意大利、希腊、奥
地利、挪威、芬兰、丹麦、
冰岛、瑞典。
与中国关系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７日，
中国和波兰建立大使级外交
关系。中波两国有着传统的
友好关系，
早在１９５０年两国就签署
了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
近年来，中波关 系在相
互尊重, 平等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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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爱林如命。波兰的
森林面积为
８８９万多公顷，森林覆盖
率近３０％。初到波兰的
人，常常会被这诗情画意般
的绿色世界所陶醉。旅游业
已成为波兰外汇收入的主要
来源。

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
稳步发展，
中波经贸关系也有了长足的
进展，２００３年两国的贸
易额达 １９.８
亿美元。２００４年６月，
胡锦涛主席对波兰进行
国事访问，双方签署
了联合声明 。

实用资讯:
1. 旅馆和餐厅
波兰的旅馆和餐厅价格与
西欧相似,
大部分接受信用卡。
通常给 10% 的小费。
2. 最常用的外语
近年来, 学习英语
已蔚然成风。年轻一代大
都会讲英语。其他常用外
语是俄语和德语。
3. 货币
波兰货币货币名称：
兹罗提（ZLOTY）
1兹罗提 ＝ 100
格罗什（GROSZ）
与美元的比价是 2,3 PLN
= 1 USD。
4. 地理时间
波兰与中国的时差是 6
个小时, 即北京时间减去
6 小时是波兰时间。
5. 电力规定
波兰的交流电压为
220 伏特,
插头与大部分欧洲国家一
样是圆形的,与中
国的扁形插头有区别。
6. 交通
出租车:
按照车上的估计器付款,
支付波兰兹罗提。
公交车:
搭乘各种公交车辆需事先
买票, 车票可在各
书报厅购买, 每次上
车后乘客自己应马上在打
洞机上将车票打洞,
持有车票直到下车。
火车:
在波兰可购买一个月之内
的来回火车票,
当然也可只购买单程火车
票。火车站不设检票口,
将由乘务员在火车运行途
中来车厢内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