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着孩子在
莫斯科





1

带着孩子在莫斯科

我们将为您和您的孩子展示最有趣的地
方。我们希望您的孩子爱上莫斯科，就
像我们那样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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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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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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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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公园

高尔基公园是世界一流的
公园，是集教育、艺术、体育
和娱乐为一体的独特平台。
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
充满着活力和强烈的情感。

它连接了四个区域：
克里米亚沿岸街上的 
”MUZEON"露天雕塑公园，
正门后的"PARTER"、"有趣
花园"和"沃罗比约夫山"（麻
雀山）自然保护区。

高尔基公园的名片是新特
列季亚科夫画廊和“车库” 
现代艺术博物馆等主要城
市景点。公园的正门早就成
了莫斯科的象征之一。

  高尔基公园

  高尔基公园

m. Oktyabrskaya, m. Park Kultury 
9 Krymsky Val St . 
park-gorko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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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米高的纪念性拱门不
仅是建筑杰作，而且是功
能性结构。在它左塔座里
面有一个高尔基公园历史
博物馆，在屋顶上有一个

观景台，在右边的塔座里
有一个讲演厅。

高尔基公园开放于1928
年，目前仍然是现代文化
的场所，也是莫斯科人和
世界各地游客非去不可的
地方。冬季，在公园里有一
个大型的滑冰场。夏季，
举办体育赛事，节日和音
乐会。这样一来，普希金
沿岸街变成了最好的露天
舞场之一。皮奧涅尔斯基
水池和哥里琴水池邀请您
乘坐脚踏船或小船，而在
体育中心——打篮球和沙
滩排球。

该公园同时拥有多个场
所，其中包括规模庞大的
游乐设施综合体“礼炮”、“
巨型秋千”和 “皮奧涅尔”
夏季露天电影院。

假期期间的游客人数
达到25万人也就不足为奇
了。

  游乐场

射击馆、滑板公园 

  高尔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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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登汉 

现在的孩子们，感兴趣的
是：苏联人的生活是怎么样
的？而在这里，您可以选择
您感兴趣的方面，并一一
向孩子们展现这段历史。

威登汉-- 梦想之城，于
1939年出现，是一个更加
光明的未来形象。现在这
部分是一个复古乌托邦，一
个苏联历史博物馆。例如，
在第57号展馆（“俄罗斯是
我的历史”）中，主要展示
了俄罗斯国家历史，其中包
括苏联游戏机博物馆（6+）

。时间似乎已经停止：游戏
机工作15戈比，可以像苏联
战争时期那样喝苏打水。

  宇宙”游乐场

  威登汉

m. VDNKh  
119 Mira Ave.  
vdnh.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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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光荏苒，经过大
规模的，仍在持续进行中
的重建。VDNH呈现给我们
的是一个美丽、活力的绿
色公园，拥有几个优秀的博
物馆和若干美丽的亭台楼
阁。威登汉不会因为时光和
过去而凝固，它在不断的发
展中，并呈现了众多的发展
方向。

认识区（主要位于机翼主
入口右侧）是第34号展馆，
航天和航空中心，36号电
影博物馆，461号“智能城
市”。

互动区域，可以做有趣和
有用的事情：174a栋“焦糖
作坊”，47号陈列馆“工艺之
家”，技术堡等景观公园有
五个自然区域、生态系统、
迷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
市农场。那里不仅可以看到
奶牛，听听绵羊和山羊的叫
声，还可以带毛驴散步，在
那里，您甚至还可以抚摸羊
驼哦。

虽然莫斯科没有大海，
但是，威登汉的水族馆弥
补了这一空缺。“莫斯科水
族馆” 紧跟着海洋科学技

术的最新紧张。这里可以
看到8000多种鱼类和鳍状
鱼。七个游泳池开放与海豚
一起游泳。该建筑分为水
族馆和水上表演平台，以及
一个带海豚的游泳中心。
在一楼有80个水族馆，有

600多种鱼类和动物，包括
虎鲸、海豚、海象、鲨鱼、
电黄貂鱼、鳄鱼等。在水族
馆区域是一个接触池，可以
在那里真正触摸海洋爬行
动物。您愿意去触碰一下电
黄貂鱼吗。

在“暴风雪”航天器的互
动博物馆综合体旁边有个“
宇宙”游乐场- 有航天器和
滑梯火箭的游戏模型

适合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的游乐场位于威登汉中央
道路的右侧，紧邻麦当劳。

在儿童咖啡馆“安德森 
小屋”享用午餐不仅可以解
决您的饥饿感，还可以为
您和您的孩子带来快乐和
愉悦 。

   城市农场

  “莫斯科水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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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尔尼基

“索科尔尼基”这个名字
来自“隼”这个词，与皇家猎
鹰有关，自15世纪以来一直
在这片森林中进行。索科尔
尼基现在是森林的一部分，
延伸到莫斯科东北部。1931
年，索科尔尼基小树林被宣
布为城市公园。然而，索科
尔尼基的“森林”延续了它
的历史。在这里，你不仅可
以遇到松鼠和森林鸟类，
还有麋鹿继续在这里生活
在自然环境中。如果幸运
的话，可以与其亲密接触。

  索科尔尼基

  “索科尔尼基”

m. Sokolniki  
1 Sokolnicheskiy Val St ., bldg. 1 
park.sokolnik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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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仅是动物- 人们在
索科尔尼基也很好。就像
一个完全野生的地方，以
城市的标准来看，自然被
一串池塘吸引。普加耶夫
斯基池塘设有带停车场、
电力、卫生区、儿童和运动
场的露营区。

索科尔尼基喜欢孩子。因
为，在那里有 儿童中心和儿
童艺术之家，包括绘画、制
作船模型、摄影、国际象棋
和其他。

一直爱着索科尔尼基的
年轻人更喜欢公园里的“先
锋”夏季电影院，每年5月到
10月份的晚上会准时上映，
而且这些曲目包括新产品
出租，节日热播，经典和特
别节目。该项目由法国大使
馆支持，因此这里有很多
优秀的法国电影也就不足
为奇了。只有这里是莫斯科
夏季的天气...正如经典所

写的那样，“我们北方的夏
季堪比南方的冬季”。但是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免费的
毯子和枕头解决，如果下
雨 - 则是雨衣。电影院配
备了最先进的设备。

此外，当然，公园内还有
许多运动和儿童游乐场，包
括“祖母绿城“游乐场、滑梯、
旋转木马和秋千，射击馆、
滑板公园，蹦床竞技场和 

”Fun Grad“绳索公园。Fun 
Grad也是一个将电动汽车
驾驶与道路规则相结合的
城市。

索科尔尼基公园的众多
餐馆和咖啡馆均拥有1930
至1950年代的氛围和风
格。

  池塘

  “索科尔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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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伊兹马伊洛夫公园，博
亚尔曾经的世袭领地，以及
罗曼诺夫王朝之后，分为两
个不相等的部分：自然-历
史和"文化"。一个巨大的森
林公园是大自然爱好者们
和崇尚健康生活的人们最
喜欢的地方。散步、慢跑、
训练、池塘、小径、鸟类、
松鼠。 （如果幸运，还有

兔子）。还设有野餐区。夏
季，您还可以在风景如画
的池塘或谢列布良卡河畔
享受日光浴。早晨时候森
林公园当没有人的时候尤
其好。伊兹马伊洛夫文化
和休息公园的领土分为北
部和中部。北部以“游玩”
游乐设施和弩射击场而闻
名。中央部分的主要装饰
是一个圆形的池塘，形状为
马蹄形，有一个船站（夏天
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使用）。
也许，在这里你也会对多平
台上的古代欧洲游戏感兴
趣，例如巴伐利亚冰上滑
盘或美洲印第安人的比赛 
-  Cornhall。嗯，冬天，不

要错过参观“银冰”溜冰场
的机会。这是11000平方米
的冰和纯粹的乐趣。

鲍曼花园由十八至十九世
纪的几个庄园组成。为孩子
们建造了一个带秋千的大型
游乐场和最好的CityKids儿
童中心之一。残疾人士在这
里会很舒服。全年儿童剧
院“Fanny Bell之家”开放。

代表公园是前神学院的
领土，曾经的修道院牢房
里现在有儿童工作室和俱
乐部。百年老树营造了公园
的分为，由修生们种植，还
有一个极端的斜坡，在冬
季变成了儿童喜爱的冰山。

“红色普列斯尼亚”公园-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景观艺
术纪念碑，位于加加林公爵
庄园的遗址上，他们建造

了风景如画的荷兰池塘、
岛屿和拱形桥梁。亲子家
庭们一定会喜欢这样紧凑
型的花园。

伊兹马伊洛夫公园
m.Partizanskaya 
7 Bolshogo Kruga Alley 
izmailovsky-park.ru

鲍曼花园
m. Krasnye Vorota 
15a Staraya Basmannaya St., bldg. 4 
sadbaumana.ru

代表公园
m. Novoslobodskaya  
6 2nd Shchemilovskiy Lane

“红色普列斯尼亚”公园
m. Ulitsa 1905 Goda 
5 Mantulinskaya St. 
p-kp.ru

  伊兹马伊洛夫公园

  代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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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莫斯科人还记得莫斯
科两个马戏团的对抗- 新
旧马戏团：哪个更好？莫
斯科的大型马戏团更现代
化，彩色的小型马戏团更
加现代化。现在维尔纳斯
基的马戏团已经老了，而尼
古林马戏团则相对较新。
两者都很好。不仅可以参加
演出，还可以参观巡演，看
看马戏团机制是如何从内
部起作用的。

而现在新的马戏团训练师
扎巴什内兄弟。他们使用现
代布景、服装、灯光。他们写
了很多奇幻的剧本，不过，无
论如何这里最重要的还是看
看动物们的惊人表演。

在杜洛夫之角（杜洛夫
的祖父，莫斯科人对他的爱
称），恰恰相反，一切都非
常保守。但对于每一代儿童
来说，表演看起来都像上个
世纪那样新鲜和惊人。在杜
洛夫剧院，您可以看到通常
不可训练的“演员” - 狐狸、
浣熊、鸟类甚至普通老鼠。

奥布拉佐夫木偶剧院-- 
世界上最大的木偶剧院，
创建于1931年。这里有一
个独特的戏剧博物馆，里

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最着
名的玩偶。装饰门面的金
属钟不仅是剧院的“名片”，
也是城市的。

俄罗斯学术青年剧院不
仅是儿童剧院，也是针对
多有年龄层的剧院。在过
去，它被称为中央儿童剧
院，而现在，它是一个年
轻、真诚、受欢迎的剧院。

青年剧院成立于1920年，
被称为第一个儿童剧院。自
1980年代末以来，一直由
根丽耶塔·亚诺夫斯卡娅领
导，他的“狗之心”制作使这
部剧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马戏团剧院
莫斯科的大型马戏团
m. Universitet , 7 Vernadskogo Ave. 
greatcircus.ru

尼古林马戏团
m. Tsvetnoy Bulvar, 13 Tsvetnoy Blvd.  
circusnikulin.ru

杜洛夫之角
m. Prospekt Mira, 2 Durova St., bldg. 1 
ugolokdurova.ru

奥布拉佐夫木偶剧院
m. Tsvetnoy Bulvar, 3 Sadovaya-
Samotechnaya St. 
puppet.ru

俄罗斯学术青年剧院
m. Teatralnaya, 2 Teatralnaya Sq. 
ramt.ru

青年剧院
m. Pushkinskaya, 10 Mamonovskiy Lane 
moscowtyz.ru

马戏团训练师扎巴什内兄弟
m. Sportivnaya, 24 Luzhnetskaya Emb.,  
bldg. 3 
zapashnie.ru

  莫斯科的大型马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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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动物园

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动物园之
一，莫斯科动物园占地26公
顷，拥有更接近动物们自然
栖息地的环境。这是一个可
以维护和保护珍稀濒危动
物的地方。因此，莫斯科动
物园参与了大熊猫或食竹
熊的保护和研究计划，这
些熊猫是中国特有的并列
入红皮书的。从法律上讲，
世界上所有的大熊猫都是
中国的财产。根

  动物园

m. Barrikadnaya  
1 Bolshaya Gruzinskaya St.  
moscowzoo.ru

  粉红色的火烈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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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熊猫保存、保护和研
究计划，将其转移到临时
维护中，由此产生的后代
在4岁时返回中国。大熊猫
的转移始终是一种政治姿
态，被称为“熊猫外交”。特
别是在苏联，第一只大熊
猫于1957年在这一政治倡
议的框架内被移交。返还
这些动物到陈列，以前所
未有的时期--15年 - 成为
莫斯科动物园155周年之际
的主要活动。

动物园分为新的和旧的
领地。在旧的领地开放两层
大象观景台。在它的一楼有
一个互动的大象博物馆，孩
子们不仅可以了解最大的动
物的性格和习惯，还可以触
摸它的长鼻子和象牙。你会
看到许多野生猫科动物，
例如快速的猎豹。在猎豹
的对面，有一个巨大的长
颈鹿屋，上面是“动物方城
市”最古老的建筑，是莫斯

科动物园的历史博物馆。
在那里，您可以了解始于
1864年的历史，了解这些
动物如何经历二十世纪的
历史灾难以及人们如何帮
助它们生存下来。另一个
有趣的展馆是“鸟类世界”，

友好的企鹅将在入口处与
您会面。在海豚馆，您可以
看到白鲸的海豚和极地鲸
的表演。新动物园领土的“
国王”是白熊。还有一个“灵
长之屋”，有三十种猴子。
始终不变的是那些有趣的
饲养箱。你猜猜看，那些懒
懒的鳄鱼会张嘴吗? 

莫斯科动物园很大，想要
浏览所有的兽栏和陈列馆，
您可能需要一整天，甚至都
不止一天。但如果您的孩子
累了，周围很多长凳。您可
以通过正门进入莫斯科动
物园，也可以从大格鲁吉
亚或花园环进入新区域。

  在莫斯科摩天大楼的
背景的长颈鹿

  白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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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国家达尔文博 
物馆
m. Akademichskaya, 57 Vavilova St. 
darwinmuseum.ru

国家达尔文博物馆深受孩
子们的喜爱，因为在这里
你可以观看一部关于海洋
恐龙的3D电影，在其他星
球上找出你的体重，或者用
非标准单位- 用老鼠或熊
来评估它- 抚摸狼的毛。

博物馆

  Experimentanium是

 国家达尔文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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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nium
m. Sokol , 80 Leningradskiy Ave., 
bldg.11 
experimentanium.ru

Experimentanium是一个
娱乐科学博物馆，是一个科
学和娱乐中心。这里可以而
且需要触及200多件展品。
它们将帮助您的孩子更好
地理解力学、光学、声学和
电磁学的规律。

莫斯科天文馆
m. Barrikadnaya, 5 Sadovaya-
Kudrinskaya, bldg.1   
planetarium-moscow.ru

在莫斯科天文馆，您将感
受到天空越来越近。天文
馆的建筑包括三个等级。
大型星厅位于圆顶的正下
方，在其他楼层还有小星
厅，4D电影院，“Lunari-
um”互动博物馆，两个带真
实望远镜的天文台。天文馆
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融
合了知识和放松的乐趣。

“航天与航空”
中心
m. VDNKh, Pavilion №34 Cosmos 
cosmos.vdnh.ru

“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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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不仅是斯大林帝国的巅峰
之一，也是30年代至50年
代整个苏联艺术的巅峰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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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火箭、卫星和
巨型发动机的模型。从主
要的 - 30吨的和平号站的
模型，比例为1：1，联盟号下
降模块和运载火箭。"KB-2
。设计局“谈论空间领域的
科学发展，包括生物学。展
馆的这一部分就像是好莱
坞电影的实验室。"KB-3
。未来太空港“致力于未来
和”娱乐科幻小说“。在这
里，您可以玩“科学”游戏
机，并参观“宇宙范围”5D
影院。其中一些优点是空
间站模块的某些模型的互
动。“宇宙”展览馆确实引起
了对这一主题的兴趣，并且
不仅为俄罗斯科学的成就
而且为整个人类的成就感
到自豪

 莫斯科天文馆

“航天与航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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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扎尼亚
m. CSKA, 4 Khodynskiy Blvd. 
kidzania.ru

大公司参与下的国际项目，
实现了关于小国家的童年
梦想，在这个国家里，一切
都是为儿童创造的。一个
拥有真实房屋、街道、汽
车、社会服务、自有货币等
的城市。儿童在成年期的
游戏从未如此逼真。但这
不是纯粹的娱乐，而是提
供有关世界的实用技能和
知识的教育游戏。您的孩子
可以尝试超过100种不同的
职业。在莫斯科的“停机坪”
购物中心的领土上，季扎尼
亚是一个面积为10000平方
米的公园。给你的孩子买一
张莫斯科- 季扎尼亚的机
票，让他去这个美妙的国
家工作和放松。

威登汉的理工博
物馆的分馆
m. VDNKh, Pavilion №26 
polymus.ru

威登汉的理工博物馆的分
馆是一个临时展览，莫斯
科理工博物馆正在重建，
直到2020年。展览分为七
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主
要陈列。其中有关于原子
能、医学、无线电工程、电
力的部分。这个展馆中最不
寻常的东西不是那里展示
的东西，而是它是如何明亮
和对比的。每个灯泡看起来
像一件艺术品。理工互动。
在其他互动装置中，有一个
大爆炸的电子模型，可以来
回查看。该计划的亮点是第
一颗核弹的全尺寸模型。如
果按下按钮，您可以听到响
亮的核警报声。

   季扎尼亚

 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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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与孩
子一起吃饭
Ribambelle餐厅
ribambelle.ru

Ribambelle餐厅（在莫斯
科有三家）与其他餐厅的
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厨师
只使用最新鲜的时令产品，
使食物尽可能健康。孩子们
喜欢垃圾食品已经不是什
么秘密，因为它很美味。这
里的成人和儿童菜单很常
见 - 为了灌输“正确”饮食
的味道。看到一家开放式
糖果店，您的孩子也会感
到震惊。它位于餐厅的主
厅，您可以自由地观看甜点
和节日蛋糕的制作。

沙尔达姆
m. Park Kultury, 2 Krymsky Val St .   
shardam.ru

在沙尔达姆咖啡馆（Mu-
seon公园），为全家人提
供健康、有益、各种各样的
环保食品。透过透明的墙
壁，您可以看到莫斯科河风
景如画的堤岸。沙尔达姆的
小客人，在他们的父母忙着

“AnderSon” 
cafe-anderson.ru

"AnderSon"是一个家庭咖
啡馆连锁。这个品牌的名称
（历史上）使莫斯科居民
与舒适的家庭氛围联系在
一起，因为丹麦作家安徒生
的故事进入了一小代莫斯科
人的主要阅读圈超过一代。
咖啡馆以欧洲家庭俱乐部
的设计而闻名。儿童房、玩
具、书籍和一流的美食。特
别受欢迎的是AnderSon
的夏季阳台，在那里您可以
与一大群愉快善良的人完
美地坐在一起。也许有点
贵，但这是一个家常气氛
的代价。

说话的同时，可以参加各种
专家班或在特别装备的儿
童区玩耍。

 沙尔达姆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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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天空"
m. Fili, 5 Bagrationovskiy Pass. 
nebojump.ru

"失重"
m. Babushkinskaya, 211 Mira Ave., bldg. 2 
nevesomost.net

"太空"
m. Cherkizovskaya, 2a Okruzhnoy Pass. 
cosmo-batut.ru

"重力"
m. Dubrovka, 5 Novoostapovskaya St., 
bldg. 2 
gravitacia-club.ru

Sky Town 
m. VDNKh, 119 Mira Ave. 
vdnh.ru/map/7521

熊猫公园
pandapark.org

伊兹马伊洛夫银雨
m. Partizanskaya, 8 1st Izmaylovskogo 
Zverintsa St. 
s-karting.ru

蹦床、绳索公
园、卡丁车

   SkyTown 

Le Mans City
m. Shelepikha, 9a 2nd Magistralnaya St. 
lemanskarting.ru

Monaco RRT Karting Club 
m. Savelovskaya, 1 Skladochnaya St. 
rrtkart .ru

"飞行员"
m. Medvedkovo, 52 Shokalskogo Pass. 
ruskart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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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有几个蹦床公
园。他们每个都有自己的
优势。"天空"蹦床中心是城
市中最大的。单张门票不
仅可以参与蹦床，还可以
参与攀岩墙、绳索公园等
项目。蹦床中心"失重"增
加了游戏元素：动画师可
以穿服装英雄：杰克·斯派
洛或钢铁侠。蹦床中心"太
空"成本最低，拥有愉快友
好的氛围。"重力"中心是一
个完整的体育中心，包括
健身中心、桑拿、游泳池、
攀岩墙、蹦床中心、滑板
公园、室内水上公园（莫斯
科最大的游泳池 - 70米）
。GravityKids学校适用
于各种方向。在中心的假
期期间运行GravityCamp 
营地。

高层绳索公园Sky Town
是威登汉境内16米高的建
筑。它包括90个令人兴奋
的元素和路线，跨度为16
米的巨型秋千，以及儿童的
跑酷。

熊猫公园（3+）缆车在所
有主要公园和首都的许多
地区开放，而室内缆车全年
开放，街道骑行仅在夏季天
气良好时开放。每个公园都
有几条路线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组合成一条主线。

在莫斯科，有机会进入卡
丁车赛道，不仅可以获得速
度和激情，还可以获得优质
的服务。

伊兹马伊洛夫银雨- 在
莫斯科的一号覆盖路线
的长度：在这里，870米的
路线等着您。卡丁车俱乐
部"Le Mans City"设有一
间俯瞰高速公路和莫斯科
市的两层餐厅。萨维奥洛沃
的Monaco RRT Karting 
Club-带有Café de Paris
的卡丁车俱乐部 – 一家
您可以沉浸在莫斯科市中
心的摩纳哥氛围中的咖啡
馆。麦德韦德科沃拥有一
条开放的“飞行员”赛道，在
莫斯科拥有最长的968米高
速公路。

  "天空"

  Monaco RRT 
Karting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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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购物

国家百货商店小楼的建筑
位于破烂巷的主楼对面。
它里面有莫斯科最主要的
儿童商店——儿童国家百
货商店。它不止出售玩具、
衣服和自行车，而是童年的
气氛。在所有最受欢迎的
俄罗斯儿童80年代的卡通
片中，歌曲“云朵，白鬃马”
听起来，创造了他们试图在
这里创作的特殊情绪。蔚蓝
的天空，白色蓬松的云彩盘
旋在天花板下，五颜六色的
气球、儿童车，你可以在商
店周围开车。孩子们喜欢这
里，父母们也会不自觉的回
忆起童年的时光。

在苏联，“儿童世界”只是
一家商店。现在，中央儿童
商店已经有了不同的含义。
首先，这种独特的结构通过
恢复原来的外观进行。注意
在中央大厅摆放钟摆的独
特巨型钟表。它们是世界五
个最大的机械表之一。中
央儿童商店的每个楼层代
表一个特殊的世界，为儿
童提供互动区。当然，顶层
的童年博物馆收集了玩具
和商品，这些博物馆在上世
纪60 - 90年代在商店里出
售。但这也是一个方便和时
尚的购物中心，在那里你可

以享受美好时光，特别是对
刚刚离开童年的年轻夫妇。
为了购物，千万不要错过当
前中央儿童商店的主要景
点。建筑物的屋顶是一个
开放式观景台，可以欣赏
到克里姆林宫以及整个莫
斯科南部和西部的美景。

孩子们喜欢参观大型购
物中心和商店，因为在那
里您可以享受您的时间并
享受乐趣。该市已开设大
型中心，如中庭、阿飞摩尔
和欧洲最大的- 停机坪。在
莫斯科环城公路外有许多
商店，为儿童提供物品，您
可以随时找到心灵娱乐 - 
Outlet Village Belaya 
Dacha，Vnukovo Out-
let Village，购物中心连
锁“MEGA”。

儿童国家百货商店 
m. Okhotny Ryad, 17 Vetoshnyy Lane 
gum.ru/shops/detskiy-gum

中央儿童商店
m. Lubyanka, 5/1 Teatralny Pass. 
cdm-moscow.ru

 中央儿童商店





парк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