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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
作为欧洲著名的旅游城市，莫斯

科的辨识度非常高。苏联风格的老
建筑，圣瓦西里大教堂色彩艳丽，克
林姆林宫的大气奢华，还有随处可见
的绿树红墙都会让人眼前一亮。

美丽的莫斯科河从城区中蜿蜒
流过，在充满文艺气息的阿尔巴特大
街，可以去寻觅与普希金、托尔斯泰、
高尔基有关的遗迹，去“触摸”这些
文学巨匠的故事。

来到莫斯科，还必须去感受下这
个城市神奇的地铁系统。莫斯科被
公认为拥有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站，
每个车站都由著名建筑师设计，各具
特色，享有“地下艺术殿堂”的美称。

推荐景点：红场、克里姆林宫、圣
瓦西里大教堂、2号线马雅可夫斯基
地铁站

◆圣彼得堡◆
作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的圣彼

得堡，有着“北方威尼斯”“博物馆之
城”等各种称号。这里是彼得大帝用
梦想建造的杰作，一座曾经承载着复
兴之梦的城池，也是俄罗斯最欧洲化
的城市，风光迤俪，河流纵横，桥梁众
多，各式建筑风情各异。

有人说：没有去过圣彼得堡，你就
没去过俄罗斯。普希金也曾经赞颂圣
彼得堡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窗口”。
相比于莫斯科，这座城市充满着皇家

贵族的大气，也更有文艺气息，是一座
很适合于旅行休闲的城市。

推荐景点：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普希金城、夏宫、滴血大教堂

◆加里宁格勒◆
加里宁格勒位于波罗的海南端，

建城史已有700余年，其前身就是大
名鼎鼎的柯尼斯堡。伟大的哲学家
康德生长于此。

加里宁格勒是全球最大的琥珀
产地，这里的琥珀储量占全世界的
90%之多。加里宁格勒不仅进出口
琥珀，而且还拥有很多小众景点，库
尔斯沙嘴、渔村、琥珀小镇、救世主大
教堂等都透露着小镇的情怀。

推荐景点：哥尼斯堡大教堂、基
督救主主教座堂、胜利广场、札克海
默门、皇家门

◆索契◆
索契在2014年举办了冬奥会，

黑海之滨的它却具有亚热带海洋性
气候，夏天不超过30度，4-10月都
可以在海里游泳，11月到次年2月
又可以滑雪，冬夏无缝对接。

世界杯期间的6、7月正是去索
契度假的好时候，可以去爬山，可以
去漂流。如果想去滑雪，直升机将会
把您送至山顶，体验从雪山之巅滑下
的惊险刺激。

推荐景点：红波利那亚雪山、奥
斯特洛夫斯基故居博物馆、索契友谊
树植物园、斯大林别墅

◆罗斯托夫◆
顿河是俄罗斯人的母亲河，罗斯

托夫是一座静静矗立在顿河之滨的
城市。

罗斯托夫是俄罗斯
最为古老的城镇之一。
现在的罗斯托夫仍旧保
留着中世纪的风格，全城
都弥漫着俄罗斯的古文
化气氛，甚至每一户人家
的木窗花饰都不一样，十
分精美别致。

推荐景点：顿河、圣

母玛利亚诞生大教堂、罗斯托夫克林
姆林宫

◆叶卡捷琳堡◆
叶卡捷琳堡是本届世界杯中最为

靠东的一座城市，也是距离中国球迷
最近的一座城市。它地处亚欧大陆的
分界线，一边是亚洲，一边是欧洲。在
欧亚分界线碑拍张照，成了每一个到
叶卡捷琳堡的人必做的一件事。

叶卡捷琳堡始建于1723年，为
纪念彼得大帝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
世，这里有600多处历史和文化古
迹，处处都有公园、植物园、湖泊，景
色十分清丽。

推荐景点：俄罗斯皇家科学院、
滴血教堂、柴可夫斯基故居、叶利钦
故居

◆喀山◆
喀山与莫斯科、圣彼得堡一同被

列为俄罗斯三座A级历史文化城
市，这座城市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清真寺宣礼塔和基督教修道院、古代
城堡遗址和创新科学城的和睦共存，
是喀山多元化的独特之处。

在喀山，既有欧洲风格的教堂、阿
拉伯风格的清真寺，也有亚洲格调的
喇嘛庙，游客可以体验难得的多教和
睦并存的景象。在喀山建筑群中，有
斯拉夫式的拱门、罗马式的尖顶、蒙古
包形的圆穹和中国式的雕梁画栋，还
有16至18世纪的古塔和教堂等古迹。

推荐景点：喀山克里姆林宫、鞑
靼斯坦共和国国立博物馆、列宁母校
喀山大学

◆萨马拉◆
萨马拉是伏尔加河边的一座城

市，在苏联时代称为古比雪夫。
1991年改回原名，现在是俄罗斯第
六大城市。一些重要的工厂、企业都

在萨马拉，包括航空航天企业，萨马
拉借此发展为俄罗斯的工业重镇。

萨马拉竞技场是此次世界杯新
建场馆之一，场馆的设计受到了航空
工业的启发，就像一个玻璃穹顶，在
夜间灯光的照射下蔚为壮观。

推荐景点：萨马拉太空博物馆、
萨马拉美术馆

◆萨兰斯克◆
萨兰斯克，一座地广人稀的小

城，人口只有30万。如果清晨漫步
在萨兰斯克的街头，你会听到音乐喷
泉演奏着悠扬的钢琴曲，远处教堂的
金顶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耀眼的光
芒，黑色的普希金雕像向过往的行人

“伸出”金色的手掌……这里没有匆
忙的行人，也没有喧嚣的车流。如此
闲适和庸懒的小城，6次入选俄罗斯
最宜居城市。

推荐景点：圣义战士乌沙科夫大
教堂、普希金文化休闲公园、千禧广
场、莫尔多瓦埃里贾造型艺术博物馆

◆伏尔加格勒◆
伏尔加格勒坐落于伏尔加河下

游平原，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物产丰
富，历来被称为俄罗斯的“南部粮
仓”。这里曾打响了斯大林格勒保卫
战，丰富的名胜古迹和完善的城市设
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推荐景点：马马耶夫岗、斯大林
格勒保卫战全景博物馆

◆下诺夫哥罗德◆
作为俄罗斯第五大城市，下诺夫

哥罗德是著名作家高尔基的故乡。
由于纬度较高，夏季是到下诺夫哥罗
德旅游的最佳季节，乘坐邮轮游览伏
尔加河是最受欢迎的旅游方式之一。

推荐景点：斯特罗加诺夫教堂、
下诺夫哥罗德克里姆林宫

上海
“魔都”之地，处处给娃惊喜

资深“驴友”韩宇说，被称为“魔都”
的上海，真是处处能给大人与孩子带来
惊喜。无论到杜莎夫人蜡像馆寻找自
己喜爱的明星合影，还是到迪士尼享受
欢快时光，又或是登顶摩天大厦，都是
不错的快乐体验。

上海还有很多有趣的主题公园，大
的例如迪士尼乐园、欢乐谷、野生动物
园；小一些的有萤火虫公园、锦江乐园
等。每年夏天，让人无比期待的热带风
暴水上乐园，会有专为儿童设计的“海盗
船”“欢乐水工厂”“林屋探秘”“小恐龙滑
梯”等，是带孩子们玩水、享受清凉一夏
的好去处！

上海还有儿童博物馆、昆虫博物
馆、上海科技馆等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
一体的儿童科普娱乐场馆，颇受孩子和
家长的欢迎。在昆虫博物馆，有显微镜
教室，孩子们可以透过显微镜观察细小
的昆虫特征。有大型动态模拟蚂蚁巢
穴，可以清晰地看到“蚂蚁搬家”的壮观
场面。

广州
玩转主题乐园和海洋世界

广州拥有便捷的交通和发达的吃
住游购产业，绿色植被覆盖较高，气候
舒适，非常适合带宝宝出游。

到广州，必去长隆旅游度假区，这
里算得上是国内首屈一指适合亲子游
的目的地，其旗下主题公园有欢乐世
界、海洋王国、野生动物世界、水上乐
园、飞鸟乐园等。

长隆野生动物世界主题公园的园
区占地2000多亩，拥有华南地区亚热
带雨林大面积原始生态，有多种珍稀濒
危动物，例如大熊猫、树熊（考拉）、白虎
等，各类动植物以种群的形式生活，使
得整个物种得以繁衍生息。

当然，广州值得一逛的还有海洋
馆，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洋
馆，有200多种鱼类及其它独特罕见的
海洋生物。对于想在一个城市同时玩
转野生动物园、主题乐园和海洋世界
的，广州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福建平潭
感受渔村风情

平潭位于福建省东部，与台湾隔
台湾海峡相望，看过《爸爸去哪儿》的
观众，相信一定会对这里别具特色的
地方文化以及浓郁的渔村风情念念
不忘。

平潭历史悠久，但开发较晚，岛上
还保留着大片海岛原始建筑。蜿蜒的
海岸线，洁白的沙滩，石头砌成的房子
……虽然名气小，但这里却将闽东所有
特色的文化风情都浓缩到一起。

在平潭县东北部的东庠岛上，可以
触摸到真正的石头房子。东庠岛上的
房子几乎都是石厝，层次错落，仿佛古
老童话中的城堡。

到平潭，千万不要错过沙滩。这里
沙滩细白，海水清澈。沙滩上还有漂亮
的贝壳，鲜活的海螺、海贝等，宝宝们可
以一次捡个够。大人们可以捕鱼抓螃
蟹，劳动所获，晚上便可享受一场海鲜盛
宴。等到夜幕降临，可以带宝宝们一起
看满天繁星，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是
一场美好的旅程时光。

■ 本报记者 侯赛

2018 世 界
杯在俄罗斯进行
得如火如荼，11
座举办城市迎来
了全世界球迷的
驻足细赏。从波
罗的海沿岸的加
里宁格勒，到乌
拉尔山脚下的叶
卡捷琳堡，其中
有高尔基之城，
也有康德的故
乡，有热闹的港
口之都，也有小
众安静的内陆城
市。就让我们跟
随世界杯的节
奏，探索这个因
足球聚集全世界
目光的大国。

夜市看世界杯
美食多氛围好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这个夏天，世界杯的到来为人们的生活
增添了无数激情。齐聚一堂看球，每每心仪
的球队进了球，人群里爆发出的欢呼声，是对
球队最简单明了的支持。

在这样一个个充满了活力的夜晚，离不
开啤酒和美食。在海口金盘夜市，有扎啤城，
也有超大屏幕的投影仪，吸引了无数球迷来
到这里。古旧的长木凳搬起来颇有分量，卡
位周围便是吸引人的数十种小吃：烧烤、小龙
虾、烤鱼、牛蛙、串串火锅……如果不喜欢这
些重口味，还可以选择粉汤、炒粉、陵水酸粉
等小吃。而看球，又怎么少得了啤酒？从普
通的罐装啤酒，到特酿的整桶扎啤，不同品类
的啤酒吸引着不同的顾客。

这其中，黑啤是特色啤酒。成扎的黑啤
端上桌。坐在一起的都是朋友，每人分倒一
些黑啤，一个个透明的啤酒杯里就装进了好
看的颜色。进入口中，啤酒的麦芽香是味蕾
最初的体验。因为这一口啤酒的冰爽，让人
身心愉悦。

此时此刻，球迷们的目光全都聚集在大
屏幕上，两排的小吃店铺里又是忙碌的景
象。小龙虾开背去虾线、去头，洗干净加了调
料在锅里大火翻炒；肉串在炭火上炙烤着，多
余的油脂被烤得滋滋作响，香味四溢；刚杀好
的白骨鱼被对切成两片，放在烤鱼铛里进入
烤炉，不久之后就烤出了焦黄，再入平底炉，

入佐料和小菜入味。也有的小店里，做的是
炒菜的生意，一个晚上，厨师的手就没有停下
来过，火热的小厨房里热得厨师汗流浃背。

酒齐了，菜来了，球也踢到了紧张的时
刻。等那股子紧张劲儿过了，亦或是支持的
球队进了球，欢呼声在数百米开外都能听
到。干杯是自然的，比起美食，好的心情更占
上风。

和金盘夜市扎啤城同样，在一公里外的
南海大道上，海垦花园夜市也热闹非凡。卫
生达标、进场有规范，标准的夜市形象，是吸
引人的重要保证。美食和啤酒，自然也不能
少。

除了夜市以外，酒馆、夜店、酒吧也是不
少年轻球迷的选择。室内场所风格各异的软
装让环境更显优雅。夜晚的霓虹灯亮起，各
色彩灯也将酒馆衬得更有氛围。看球的时间
到了，场内几乎座无虚席。过去，有现场驻唱
的清吧，现在也变成了人们可以尽情欢唱的
地方。

店家根据世界杯的比赛时间，特意调整
了营业时间，确保真球迷、伪球迷能看到每一
场精彩的赛事。一个个铺子，说是酒吧也可
以，说是美食餐厅也不为过。品类繁多的小
吃，不仅跳出了烧烤的局限，每家店里也几乎
都有自己店里的“镇店”美食，无论是形式，还
是烹制的手段，都可谓说是匠心独运，就等你
去现场发掘了。

暑期带娃去哪儿玩？

看馆游园萌娃玩不够！■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暑期将近，家
有萌娃的爸爸妈
妈又在谋划出游
计划了。旅游业
内人士表示，从往
年亲子游情况来
看，不同目的地，
呈现出不同的游
玩侧重点，例如北
京、南京、成都等
地的文化古迹、高
等学府，上海、广
州、香港的主题乐
园、动物园，天津、
武汉、珠海等城市
的欢乐谷、海洋馆
等，都颇受家庭游
的青睐。

国内热门亲
子游目的地，哪个
更适合你？一起
来看看推荐吧！

！

看球赛时来一杯啤酒更惬意。

圣彼得堡风景如画圣彼得堡风景如画。。

莫斯科地铁站。

喀山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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