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斯科： 
看什么





1

莫斯科：看什么

我们希望与您分享当代莫斯科那些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希望与
您共度三天，相信您会爱上我们的街道、广场、博物馆、公
园、商店和餐馆。为了让您更好的游览我们的城市，我们为您
收集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希望能够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愉悦。

Discover 
Moscow
Discover Moscow (dis-
cover.moscow) 是现代莫
斯科的官方旅游信息门户。
在这里可以了解首都的季节
活动、景点、博物馆和观光
路线，查找有关莫斯科交通
基础设施和酒店的信息。旅
游门户网站提供俄语、英语
和中文版本。

RUSSPASS
是用于在俄罗斯旅行的多
功能服务，是面向游客的
智能数字平台。欢迎从数
十个旅游景点中做出选择，
并按自己的步调来游览！如
何使用RUSSPASS平台： 
• 在 russpass.com网站计
划并制定行程。
• 下载手机程序，使用程序
可以作为您的城市导航和个
人助手。
• 获取带有RUSSPASS定
制地图和可折叠城市地图
的信件。
RUSSPASS卡是进入博物
馆、公园和其他景点，获得
各种服务以及乘坐任何公
共交通工具的通用票。

实用号码

112 – 任何紧急情况

+7 (495) 694-86-20 – 
如果您丢失了文件

+7 (915) 293-06-25 – 
如果您在陆路交通运输忘
了东西

+7 (495) 622-20-85 – 
如果您在地铁里忘了东西

旅游服务中心
有关城市交通信息，最有趣的地方，紧急情况下的帮助和建议。 
+7 (495) 122-01-11 — 从世界上任何地方打电话。
122 — 对于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电话。用户以移动运营商的费
率支付呼叫

莫斯科旅游信息
中心 

扎里亚季耶公园的媒体 
中心
6 Varvarka St., bldg. 1

科洛缅斯科耶博物馆保护
区参观中心
39 Andropova Ave

位于雅罗斯拉夫利火车站
的中央乘客通勤公司莫斯
科游客信息中心
5 Komsomolskaya Sq.

discovermoscow_ru

discovermosc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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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怎样从机场到达

最方便的从谢列梅捷沃、
多莫杰多沃和伏努科沃机
场前往莫斯科的方式是乘
坐高速机场快线 aeroex-
press.ru. 城郊列车、公共
汽车、路线巴士或出租车。
在莫斯科叫出租车最简单
的方法是使用大公司的
APP：Yandex.Taxi，City-
Mobil，Gett或Uber Rus-
sia。如果您在夜间抵达机
场，可以在谢列梅捷沃H1、
多莫杰多沃308号、伏努科
沃H11乘坐夜间巴士

 
共享汽车

在莫斯科，选择共享汽车
是最方便的，价格也相对
便宜。莫斯科最大的共享
汽车服务公司是Yandex.
Drive，YouDrive，Belka-
Car，Matresh Car和Deli-
mobil，您可以在AppStore
或PlayMarket等应用商店
中下载他们的APP，输入您
的信息进行注册，并等待平
台确认即可。

共享单车

在莫斯科，没有必要走路，
您可以通过租一辆自行车
欣赏美景并保持身材。使
用Velobike APP，在车站
终端或 velobike.ru, 注册
自行车租赁系统，用卡支付

租金- 然后前进！一天只需
支付150卢布。在支付许可
后，您可以骑行多达30分
钟，无需额外费用。您可以
在一个停车场骑自行车并
将其返还给任何其他停车
场，您可以轻松地在城市
找到这样的停车场。

游船

您可以选择乘坐游船，沿
着莫斯科河感受莫斯科的
风光，即使在冬季，莫斯科
河也是通航的。在莫斯科
市内有8个停泊处，每30分
钟就有一班，您可以乘坐
冰上游艇，或选择“皇家丽
笙”号，在多种语言的导游
导览下，或领略莫斯科的
风光，或享受剧院和美食
邮轮，周末，部分游船还为
孩子们准备了儿童动画。 
(radisson-cruise.ru)

Sightseeing Bus

您可以通过购买著名的红
色双层巴士CitySightsee-
ing (city-sightseeing.ru). 
票来参观城市景点。通过窗
户或双层车顶，您将看到城
市中所有最重要和最有趣
的事物，当然，您将通过多
语言音频指南以熟悉的语
言听到有关莫斯科景点的
故事。您可以借助Hop上下
车系统，随时让车停靠在
您想要下车的地方。

 “皇家丽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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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游览

莫斯科地铁不仅是交通基
础设施的主要设施之一，
也是“地下博物馆”，当然，
它承载了各种旅行。在这
里，您将穿过最美丽的车
站，其中44个被认为是文
化遗产的对象，您将学习
稀有和鲜为人知的历史。进
行这样的旅行非常简单：访
问网站 tour.mosmetro.ru  
并选择适合您的主题、时间
和日期。所有最有趣的游览
都在一个地方。

缆车

当您来到麻雀山，选择连接
观景平台和卢日尼基体育
场的缆车将是令人难忘的
印象。从舒适、封闭但透明
的座位上可以欣赏到城市
的美丽景色 (srkvg.ru)。  
借助4种语言的媒体屏幕和
音频指南，您可以了解到很
多有趣的东西，包括地铁桥
梁的历史，这里，是快速游
览莫斯科的最佳选择。

 

美食指南

《餐厅导航仪》是一本独
特的莫斯科餐饮指南，在
莫斯科旅游委员会的支持
下出版。它已成为在莫斯
科美食地图中寻找目标的
不可或缺的助手。它包括
了莫斯科1160多家餐馆、食
品超市、市场、酒吧以及对
它们的评级。您可以在莫
斯科的书店中买到这本餐
饮指南。网址：
restnavigator.com。 

Great List是一份高档餐
厅指南，由俄罗斯饭店节
创始人亚历山大·瑟索耶夫
创办。该指南包含餐厅描
述、菜品推荐和内情介绍。
如果您在某一家餐厅中看
到该指南的标贴，那么请
放心，这里的食物、氛围和
服务都是绝对一流的。网
址：greatlist.ru。

 缆车

   美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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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

莫斯科不
能错过的
地方

克里姆林宫开始 → 
红场 → 大剧院→ 莫
斯科契诃夫模范艺术
剧院 → 特维尔 → 普
希金广场 → 库兹涅
茨基桥 → 红场

从亚里士多德·菲奥拉万蒂
领导的一群建筑师建造的
宏伟城堡克里姆林宫开始
散步。参观克里姆林宫博
物馆。在古老的俄罗斯城市
中有许多克里姆林宫，但莫
斯科克里姆林宫只有一个。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世界各地的这些词几乎已
成为同义词。俄罗斯的中
心是莫斯科，而莫斯科的

中心是克里姆林宫。红场
毗邻堡垒东侧，被称为“红
色”，不是因为它的砖墙，
而是因为它很漂亮。Red 
Square将从古俄语正确翻

红场 

剧院 

  克里姆林宫的
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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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Nice Square。从瓦西
里耶夫斯基斜坡及其着名
的圣瓦西里大教堂沿着红
场步行，感受不平坦的石
头表面。莫斯科从这里开
始。从这里按着城市中心
开始我们的旅程。

就在我们面前，在莫霍
瓦和特维尔路的拐角处，
是“民族”饭店。建于20世
纪初，今天它是俄罗斯唯一
的豪华酒店。沿着莫霍瓦

路走进剧院通道，还有另
一家俄罗斯现代风格的着
名的大都会酒店。

正对面是大剧院。可以
看到《天鹅湖》，或者可以
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大剧
院，并查看小缝，从中制
作“俄罗斯奇迹” - 20世纪
初和中期的芭蕾舞剧。

沿着彼得罗夫卡路走了
几百米，我们左转进入卡梅
尔格尔巷...它的气氛类似于
20世纪初。我们经过谢尔
盖·普罗科菲耶夫的博物馆
公寓，看到莫斯科契诃夫
模范艺术剧院，在演员积
极参与下由建筑师舍赫杰
里建造。

离开到特维尔街。如果
我们背对克里姆林宫去特
维尔大街，而不去任何地
方，那么迟早我们会发现自
己在圣彼得堡。如果您不
需要前往彼得堡，那么在
莫斯科传奇创始人尤里·多
戈鲁基的纪念碑，您可以

右转并沿着斯托列什尼可
夫巷步行。沿着特维尔大
街稍远一点就是“莫斯科”
书店，在那里你可以找到自
己的古董和纪念品。

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普
希金广场和普希金纪念
碑。沿着热情林荫路喷泉
的纪念碑后面，我们将到
达大德米特罗夫卡。

在这条街上，您可以步行
前往莫斯科主要购物街库
兹涅茨基桥的交叉路口。

然后您可以前往卢比扬
卡广场，穿过特列季亚科
夫斯基通道前往市内最美
丽的街道之一- 尼克尔步
行街。这是在莫斯科最古
老的街道之一。

沿着尼克尔，我们返回
红场- 我们通过莫斯科市
中心的第一次旅程结束。

  库兹涅茨基桥

  普希金广场和普
希金纪念碑

 尼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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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科洛姆纳
m. Kolomenskoye, 39 Andropova 
Ave. 
mgomz.ru / kolomenskoe

科洛姆纳曾经是皇家住所。
在这个保护区散步可能是一
次真正的奇遇，因为这里保
存着真实的历史景观。但这
个地方的主要装饰是一个
苗条的，像一个新娘，渴望
天空，圆锥形升天教堂，现
在，它已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名单。

公园

扎里亚季耶公园
m. Kitay-Gorod, 6 Varvarka St., 
bldg. 1 
zaryadyepark.ru

扎里亚季耶公园建在前罗
西亚酒店的遗址上，是莫
斯科的新象征，是克里姆
林宫和红场附近首都的一
个创新文化和教育中心。
在公园里，您不仅可以参
观来自俄罗斯不同自然区
域的独特植物系列，还可
以参观“飞行员”飞行电影
院和全景360 - “时间机
器”、展览厅、冰洞、科学教
育中心和Florarium温室综
合体、地下博物馆、大圆形
剧场和音乐厅，最佳城市
观景平台- 滑翔桥.

  科洛姆纳

  扎里亚季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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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国立大学
植物园（“药学
园”）
m. Prospekt Mira, 26 Mira Ave., 
bldg. 1 
hortus.ru

莫斯科国立大学植物园（“
药学园”）储存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2000多种植物，以
及露天音乐会。

“察里津诺”
m. Tsaritsyno, 1 Dolskaya St. 
tsaritsyno-museum.ru

“察里津诺”（“Queen’s”） 
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风景
如画的废墟，因为女皇叶
卡捷琳娜2世命令拆除宫
殿，改装为“俄罗斯哥特
式”的风格。但是在二十一
世纪初，建筑师巴泽诺夫
的独特计划终于实施了，现
在它是一个拥有美丽庄园
的舒适公园。

“索科尔尼基”
m. Sokolniki, 1 Sokolnichesky Val 
St ., bldg. 1 
park.sokolniki.com

“索科尔尼基”这个名字与
皇家猎鹰有关，自15世纪以
来一直在这片森林中。索科
尔尼基，现在是森林的边
界部分，延伸到莫斯科东北
部，在那里你不仅可以遇到
松鼠和森林鸟类，还可以
遇见麋鹿。

古斯科沃
m. Ryazansky Prospect, 2 Yunosti St. 
kuskovo.ru

古斯科沃庄园与18世纪中
叶最浪漫的故事有关。大
皇宫和保留其历史外观的常
规公园将讲述伯爵和他的
农奴女演员的爱情故事。

PANORAMA360是欧洲
最高的观景台，位于莫斯科
城市联邦大厦综合大楼89
层：从327米的高度城市的
360度视图。

位于海拔超过300米的
奥斯坦金诺电视塔上的观
景台略低，但是“第七天空”
餐厅在其轴线上慢慢旋转。
位于卢比扬卡中央儿童商店
屋顶的开放式观景平台已
成为莫斯科最受欢迎的观
景平台之一。它带给我们最
美的观景体验。

观景台

PANORAMA360
m. Vystavochnaya, 12 Presnenskaya Emb. 
pnr360.ru

奥斯坦金诺电视塔
m. Butyrskaya, 15 Akademika 
Koroleva St., bldg. 2 
tvtower.ru

  莫斯科国立大学植
物园（“药学园”）

  PANORAMA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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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博物馆四
1. “车库”当代艺术博
物馆”
m. Park Kultury,  
9 Krymsky Val St ., bldg. 32 
garagemca.org

2. GES-2
m. Polyanka,  
15 Bolotnaya Emb.  
v-a-c.ru 
Opening in 2020

  “车库”当代艺术
博物馆”

”四大博物馆“为城市居
民和游客提供了绝佳的机
会，通过参观城市景点，河
道旅行，沿着风景如画的
河岸街和莫斯科历史悠久
的街道浏览，使他们可以
融入到世界和俄罗斯艺术
的丰富遗产中，并成为现代
艺术实践的参与者。

现代艺术在莫斯科的
主要博物馆位于高尔基公
园。博物馆建筑由世界着
名建筑师雷姆·科尔哈斯重
建，举办世界着名的俄罗
斯和外国艺术家的展览，
以及免费讲座，各年龄段
的游客大师班和残疾游客
的活动。在夏季，您可以在

3.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m. Tretyakovskaya,  
10 Lavrushinsky Lane 
tretyakovgallery.ru

新特列季亚科夫
m. Park Kultury,  
10 Krymsky Val St . 
tretyakovgallery.ru

4. A.S.普希金美术博物馆
m. Kropotkinskaya,  
12 Volkhonka St. 
pushkinmuseu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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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俄罗斯大师的画作，并
向公众开放。后来画廊成为
了一个国家的，现在收藏了
大量的俄罗斯艺术作品，
从古代俄罗斯的圣像到现
代主义的作品。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分部，
位于克里米亚轴的分支。在
新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展出
了由苏联和俄罗斯艺术家
创作的二十  - 二十一世纪
的画作。从康定斯基和夏加
尔到现代俄罗斯艺术家的
作品 - 所有当前的俄罗斯
艺术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A.S.普希金美术博物馆- 
博物馆综合体，拥有俄罗斯
最大的外国艺术艺术收藏
品之一。今天在他的收藏中
有大约70万件不同时代的
作品：从古埃及和古希腊到
二十一世纪的开始。世界上
最着名的欧洲现代主义收
藏品之一，代表了19世纪和
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艺术
画廊。

Garage Screen Pavilion
观看电影，并参加艺术广场
的Mosaic Music音乐会。

GES-2 (水电站) 以前
是座发电站，1907年在”沼
泽“河岸街投入使用，并由
著名建筑师伦佐·皮亚诺
对其进行了改建。今天的
GES-2是新颖的城市文化
空间，总面积为2公顷。该
区域内有画廊、培训中心、
礼堂、咖啡馆和餐厅，配备
高科技设备的工作室和实
验室、艺术房屋，地下停车
场，真正的小桦树林以及
俄罗斯最重要的现代艺术
收藏品 （V–A–C基金会
收藏品）的开放存放地。

博物馆由慈善家帕维尔·
特列季亚科夫在十九世纪
建立。在他的遗产中收集了

  GES-2

  A.S.普希金美术
博物馆

  特列季亚科
夫画廊

  新特列季亚
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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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场
m. Okhotny Ryad, 1 Manegnaya Sq. 
moscowmanege.ru

最初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
学院（不要吃惊 - 用于军事
游行的有盖地面，有马和军
队......但在未来，跑马场成
为集市和展览的场所。在
一次莫斯科大火摧毁了建
筑的重要部分，跑马场在
短短一年内恢复了原来的
状态 - 在参观之前，最好
确认一下他们是否开放。

莫斯科现代艺术
博物馆
m. Chekhovskaya, 25 Petrovka St. 
mmoma.ru

由Z. 策列杰里创立的莫斯
科现代艺术博物馆专门研 
究20和21世纪的艺术。这
里收集了毕加索、莱格、米
罗和德奇里科的俄罗斯前
卫图形艺术的杰作，萨尔
瓦多·达利的雕塑等。1960 
- 1980年代俄罗斯非传
统艺术家的作品很有趣。

多媒体艺术博 

物馆
m. Kropotkinskaya, 16 Ostozhenka St. 
mamm-mdf.ru

在奥尔加·丝维布洛娃的倡
议下开设的多媒体艺术博
物馆拥有超过80,000张原
创版画和底片，包括俄罗斯 
最佳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尤
苏波夫王子的档案相册， 
20世纪20年代的
前卫照片实验。 

文化

博物馆

  跑马场

  多媒体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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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巴赫鲁欣
戏剧博物馆
m. Paveletskaya (Main building), 
31/12, Bakhrushina St.  
gctm.ru

巴赫鲁欣博物馆创建于19
世纪末，是最大的戏剧历
史博物馆。博物馆展品超
过一百五十万件，其中包括
著名作曲家M·格林卡、I·斯
特拉文斯基、P· 柴可夫斯
基、芭蕾舞演员G·乌兰诺
娃、A·巴甫洛娃、M·克舍辛
斯卡娅的物品以及著名演
员和导演的文献档案、布
景的模型、表演海报。

莫斯科有博物馆的主楼以
及包括俄罗斯伟大戏剧活
动家故居博物馆的9个分
馆。

国家历史博物馆
m. Ploshchad Revolyutsii, 
Teatralnaya and Okhotny Ryad  
Red Square 
shm.ru

国家历史博物馆是俄罗斯
最大的博物馆。这里有考
古学、钱币学、武器、家用
器具、绘画作 品和实用装
饰艺术的作品。在所有展
览品当中《黄金仓库》占特
殊地位，因为那里有国王
和 皇帝的黄金珠宝制品和
私人物品。博物馆建筑群还
包括圣母帡幪大教堂（圣瓦
西里大教堂、1812年卫国战
争博物馆以及“罗曼诺夫贵
族之家”博物馆。

A·A·巴赫鲁欣戏剧
博物馆

国家历史博物馆  



14

文化

罗斯科学的成就而且为整个
人类带来了自豪感。

斯拉夫文字中心“单词”
位于第58号“农业”陈列馆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建于1954年，
最近以原始形式重建。它
是文化遗产对象。“单词”
是一个致力于西里尔文字
的博物馆教育综合体。展
览充满了多媒体和互动展
品，专为成人和儿童设计。

原始陈列馆基座上安装
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女人”
雕像是苏维埃和20世纪世
界现代主义的杰作。2017
年，该综合体成为威登汉
教育计划的场地之一，其
中不同楼层有讲座、专家
班、研讨会和电影放映。莫
斯科博物馆和地区博物馆
展出了他们收藏的最佳展
品。对所有游客来说，这里
舒适、方便。周四和周日，
在24米高的雕像脚下举行
音乐会，作为“屋顶音乐”项
目的一部分。

莫斯科博物馆
m. Park Kultury, 2 Zubovsky Blvd. 
mosmuseum.ru

莫斯科博物馆是了解莫斯
科的最佳场所。博物馆位
于祖波夫林荫道上独特的
军粮仓库建筑群中。博物馆
及其分支机构- 莫斯科考
古博物馆、古代英国庭院、
列弗托沃历史博物馆和吉
利亚洛夫斯基中心- 提供
独家游览项目，包括步行路
线和首都封闭对象之旅。

威登汉博物馆

“航天与航空”
m. VDNKh, 119 Mira Ave. 
cosmos.vdnh.ru

斯拉夫文字中心“单词”
m. VDNKh, 119 Mira Ave. 
slovo.vdnh.ru

“工人和集体农庄女人”雕像
m. VDNKh, 123b Mira Ave. 
vdnh.ru / map / 15152

“航天与航空”陈列馆，也许
是规模、工程和建筑经济成
就展览中最杰出的建筑。“
宇宙”的展览空间由三部分
组成。“KB-1。太空大道”
致力于二十世纪宇宙航行
的成就。“KB-2。设计局“
部分，谈论空间领域的科学
发展。“KB-3。未来太空
港“致力于未来和”娱乐科
幻小说“。陈列馆引起了对
这一主题的兴趣，不仅为俄

  “航天与航空”

  “工人和集体农庄女人”
博物馆和展览中心

  莫斯科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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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看什么

Artplay
m. Kurskaya, 10 Nizhnaya 
Syromyatnicheskaya St. 
artplay.ru

Artplay是现代莫斯科文化
景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没有这个部分无法想象亚
乌扎的海岸。这是一个设
计中心，在舒适的领域，自
2008年以来，有许多建筑
局和设计工作室，以及展
厅、广告公司、展览和画廊
大厅。

艺术空间

 “面包厂”

“葡萄酒工厂”
m. Kurskaya, 1/8 4th 
Syromyatnicheskiy Lane, bldg. 6 
winzavod.ru

“葡萄酒工厂”是俄罗斯
最大的私人当代艺术中心，
从最初改造的创意集群，在
库尔斯克火车站附近的莫
斯科最古老的葡萄和甜酒
的地方形成的空间。这些
是几个画廊和展览中心、书
店、陈列室、艺术家商店、
咖啡馆。

FLACON 设计
街区与面包工厂
m. Dmitrovskaya, 36 Bolshaya 
Novodmitrovskaya St. 
flacon.ru  hleozavod9.ru

FLACON设计工厂——首
都第一个创意产业集群，位
于以前水晶玻璃工厂区域
内。这个地方很快就变成了
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心，及创
作人员自我表现的平台 。

在距离FLACON步行两
分钟的地方是城市步行空
间“面包工厂”。在以构成
主义风格简称的苏联时期
自动机械面包工厂改造区
域内，今天开设了办公室，
咖啡馆和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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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普希金咖啡馆” 
m. Tverskaya, 26a Tverskoy Blvd.  
cafe-pushkin.ru

“普希金咖啡馆”餐厅位于
特维尔林荫大道上的一座
巴洛克风格的豪宅中，重
现了十九世纪的特殊氛围。
在夏天悠闲的等待日出，
而在冬天的傍晚，在法式
慵懒的地方享受真正的而
落菜肴。.

果雷内其
m. Trubnaya, 1 Rozhdestvensky Blvd.  
gorynich.com

果雷内其果雷内其的整个内部采用现的整个内部采用现
代俄罗斯风格，在I.Ya. 比利代俄罗斯风格，在I.Ya. 比利
宾下具有微妙的风格。您可宾下具有微妙的风格。您可
能会有一个完整的印象，能会有一个完整的印象，
您在一个童话森林或蛇的您在一个童话森林或蛇的
巢穴。与此同时，从巨大的巢穴。与此同时，从巨大的
全景窗，您将看到绝对不全景窗，您将看到绝对不
是童话的，而是现代和美是童话的，而是现代和美

萨沃伊
m. Lubyanka, 3/6 Rozhdestvenka 
St., bldg. 1 
savoy.ru

自1913年开业以来，萨沃伊
餐厅一直是莫斯科最受欢
迎的餐厅之一。在这里有二
十世纪初的精神。去餐厅，
坐下，闭上眼睛......但不要

咖啡馆和
餐厅

  “普希金咖啡馆” 

 果雷内其

忘记尝试真正的俄罗斯煎
饼配烟熏三文鱼和黑鱼子
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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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看什么

“日瓦国博士“
m. Okhotny Ryad, 15/1 Mokhovaya St. 
drzhivago.ru

“日瓦国博士““民族”大酒
店建设中的大咖啡厅是传
统与现代的理想平衡点。
房间的深处 - 伏特加酒
室。在这里，您可以订小龙

Beluga Caviar 
Bar
m. Okhotny Ryad, 3 Red Square 
gum.ru / cafe / ikornyy-bar-beluga

Beluga Caviar BarBeluga Caviar Bar在国在国
家百货商店的1号食品店开家百货商店的1号食品店开
业，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业，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客户将获赠鱼子酱、Belu-客户将获赠鱼子酱、Belu-
ga伏特加、起泡葡萄酒和ga伏特加、起泡葡萄酒和
独特小吃。在游览之后或独特小吃。在游览之后或
购物时看看它 - 你会找到购物时看看它 - 你会找到
它真正的价值。它真正的价值。

机车库
m. Belorusskaya, 20 Lesnaya St., bldg 3 
depomoscow.ru

欧洲规模最大，总面积为
1.1万平方米的美食广场，位
于米乌斯科耶电车车库楼
旧址。这里有75家风味独
特的美食馆和140家来自农
庄的新鲜产品的店铺。这里
可以品尝从越南菜到俄罗
斯菜的世界各地美食。“莫
斯科车库”美食广场

“亚尔”
m. Dinamo, 32/2 Leningradsky Ave. 
yar-restaurant.ru

“亚尔”是自十九世纪以来
一直闻名的传奇地方。普希
金、夏里亚宾、高尔基甚至
格里高利·拉斯普金都在这
里。如今，“亚尔”餐厅位于“
苏维埃”酒店综合体。高高
的拱形天花板、壁画、巨大
的水晶吊灯、大柱子、阳台、
地板上的软地毯。提供高品
质和具有历史感的美食。

技术学校
m. Teatralnaya, 7/5 Bolshaya 
Dmitrovka St., bldg. 2 
tehnikumbistro.ru

技术学校是完美的现代美
食小酒馆。餐厅战略性的位
于大迪米特洛夫卡，莫斯科
五大剧院之间。创作者猜到
了一切：一个错综复杂但易
于阅读的菜单，有着不同寻
常的组合，其中包括“车库”
博物馆新建筑在内的建筑
局认为，烹饪技术学校的
学生和各种意义上考虑的
兼收并蓄的室内设计都属
于其项目。

  Beluga Caviar Bar

  机车库

丽的莫斯科：管道广场，斯丽的莫斯科：管道广场，斯
特拉斯特诺依林荫路和旧特拉斯特诺依林荫路和旧
彼得罗夫斯基修道院。彼得罗夫斯基修道院。

虾尾小米或野味越橘煎饼。
而且，尽管这个地方（离克
里姆林宫只有几米远），价
格也非常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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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购物 市场

  国家百货商店

国家百货商店是俄罗斯帝
国风格的贸易宫殿，其中有
世界领先的品牌、舒适的休
闲区及许多咖啡馆和餐馆，
包括完美持续的苏联口味
的57号餐厅。中央百货商店
是处于现代化前沿的贸易
公司，供应奢侈品。屋顶上
的全景餐厅BURO TSUM
提供美食菜单和里昂烧烤“
适合那些想要在中心的人”
，是一个精致的美食家和时
尚达人的地方。

“彼得罗夫斯基商场”是
国家百货商店的贸易伙伴。
在一个优雅的，类似于国
家百货商店内部十九世纪，
位于彼得罗夫卡和涅格林
纳之间的微型建筑，统治
着莫斯科的贵族气息。

世界各地的市场都发生
了变化。这主要是一个舒
适的休息区。曾经莫斯科市

场更像是东方市场。现在它
是美食精品店，有许多迷你
咖啡馆和小餐馆。例如，值
得在中心市场访问“Gory-
nych”餐厅。在丹尼洛夫斯
基市场，如果您去“木屑”小
型烟熏制品店，你将会感到
惊喜，俄罗斯厨师按照古老
配方熏制鱼和肉。呣-呣-
呣！干脆吮吸手指！在旧 

乌萨切夫斯基市场，在莫斯
科知识分子选择的赫莫夫
尼基区的中心，正在准备越
南的fo  - 亚洲美食时尚的
新象征。您还可以品尝北京

 中央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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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看什么

烤鸭，炸鹰嘴豆饼和章鱼，
亚美尼亚葡萄叶羊肉卷，摩
洛哥塔吉等。

您可以在《伊兹马伊洛夫
的开幕日》找到真正的俄罗
斯纪念品：莫斯科和地区艺
术家的画作、茶炊、俄罗斯
服装、古董、硬币- 莫斯科
最好的“跳蚤市场”已经无
法找到。在皮亚特尼茨卡娅
街上开设了几家商店，在那
里还可以找到令人愉快的俄
罗斯手工制作的惊喜- 格泽
里产品。纪念品品牌“格泽里
1818”，以及着名的若斯托沃
托盘、珠宝盒、花瓶，以及圣
诞树装饰品。“俄罗斯调色
板”商店提供俄罗斯工艺品
的所有产品。除了格泽里和
若斯托沃之外，还有霍赫洛
玛装饰画、古谢夫水晶厂、
克列斯杰茨缝纫等。

从一开始，“彩色”百货
商店被认为是一个表达大
城市精神的地方 - 将风格
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永不停
滞不前。在“彩色”的5楼，
您可以找到新鲜的水果和
蔬菜、新鲜果汁和葡萄酒、
面包、麦片、甜点和酱汁。
在百货商店的-1楼，有一个
ARTBasement空间，在那
里你可以看到年轻和传奇
艺术家、摄影师和设计师的
作品。这个地方对年轻游客
特别有吸引力。

没有前往购物中心和商
店，现代人再也无法想象他
的生活。该市已开设大型
中心，如欧洲，阿飞摩尔和

欧洲最大的 -  停机坪。在
莫斯科环路以外有许多商
店，各种产品呈现，营造出
舒适购物的氛围 -  Outlet 
Village Belaya Dacha，V-
nukovo Outlet Village，购
物中心连锁“MEGA”。

“红色十月”
m. Kropotkinskaya, 6 
Bersenevskaya Emb.

夜生活

   GIPSY

“红色十月”- 一个位于巴
尔丘格岛的糖果工厂，在十
月革命后获得现在的名字- 
于2000年代关闭。它从工
作室、时尚餐厅、夜总会、
画廊和建筑局以及后来的
数字机构转变为原始生物
体，被认为是首都中最成
功的高档化试验之一。在“
箭头”酒吧、媒体、建筑和
设计学院，可以在明亮的
派对上聆听最好的俄罗斯
和外国DJ，并尝试招牌鸡
尾酒，参观布拉杰福·留梅
尔的照片中心的多格式照
片展（从罗德琴科到斯丘
尔杰斯），从宗主教桥观看
这样不同的莫斯科零俱乐
部生活，如ICON和Roll-
ing Stone，其中最重要的
市GIPSY及其令人难忘的
热带阳台，以及Fantomas 
Rooftop- 这座城市最受
欢迎的技术屋顶之一。

《伊兹马伊洛夫的开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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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季节”

“莫斯科季节”是一系列每
季主题展览和节日风格的
城市活动，已成为首都的
标志。 

12月-1月

“圣诞之旅”。整个月
份，在市、县和公园中心
的场地举行庆祝活动。

2月-3月

小斋。一个愉快的俄罗斯
冬季假期度假，整个星期
节日的客人参加传统的煎
饼周娱乐。

4月-5月

复活节恩赐。这个节日，
在城市场地和教堂的区
域，节日嘉宾参加慈善活
动、创意工作坊和开放式
培训。

5月

莫斯科春节A’Capella。
在首都各地的参赛者中，
参赛者通过精彩的现场音
乐会为观众带来欢乐。

9月

城市日。几乎每个院中都
有城市日。离开酒店，步
行几步即可到达最近的节
日场地。

8月

历史节日“时间与时代”
。节日的客人可以参加历
史重建- 每个人都会找到
一个时代和他们喜欢的
角色！

城市活动

  “圣诞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