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拉科夫，一个有着近百万人口，具有欧洲典型风格的波兰旅游胜
地。克拉科夫是一个文化之都，在这里有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雅
盖隆大学，创建于1364年。在克拉科夫24所高等学府里有近十七万
的学生。在城市里古老的建筑遗迹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游
客可以惬意的度过自己的旅游假期。克拉科夫中心在1978年的时候
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克拉科夫广场—城市的心脏

克拉科夫广场是欧洲中世纪最大的一个广场。在广场中心伫立着连拱门型的
纺织大楼—这是古时候的交易大厅，在12和13世纪的时候也是商贾云集的
地方。纺织大楼建立在精美的哥特式教堂—玛丽教堂对面。玛丽教堂里面陈
列着许多珍贵的艺术品，例如由著名铜版艺术家维特 . 斯特沃什在中世纪所
雕刻的总祭坛。
在教堂的一个塔尖上每隔一小时就会吹响号角，这是为了纪念在十三世纪的
时候，塔特尔人入侵克拉科夫所发生的故事。在主市场中心还耸立着同样是
哥特式的旧市政厅大楼，至今旧市政厅还保留了一部分中世纪的建筑，现在
旧市政厅已经成为了历史博物馆，在附近还有剧院以及咖啡馆。
独特的石质建筑使整个广场中心变得让人着迷，无论是白天还是傍晚吸引了
无数的游客来到这里。这里数十家咖啡馆，餐厅让游客品尝到了地地道道的
波兰风味，让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广场中心是克拉科夫的精粹。

国王之路

克拉科夫有着自己的国王之路。以前这是帝王，群臣以及外国使节从古城
到王宫的道路，现今是游客感受历史足迹的地方。国王之路起于马特伊卡
(matejka)宫殿，经过哥特式的巴尔巴坎和弗洛丽安斯卡 (Floriańska) 大门
以及有着和她同名的美丽街道，穿过文艺复兴式的广场中心，通过传统和巴
洛克式相结合的哥若兹卡 (Grodzka) 街道以及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最后在
中世纪建造的通往瓦维尔城堡的卡诺尼察 (Kanonicza) 街道结束。

巴尔巴坎城门是中世纪防御
工事的杰作之一。她是欧洲
仅保存下来的同时期的防御
工事之一，也是至今唯一一
个保留最完整的城门。
与弗洛丽安斯卡大门相连接
是 保 护 老 克 拉 科 夫 的 护 城
墙。到如今在弗洛丽安斯卡
大门旁边仍旧保存了一小部
分，现在是艺术家-画家摆
放自己作品的地方，这也形
成了一道奇妙的风景。古老
残缺的护城墙和美丽如画的
绿茵坪成为了新老城的隔离
带。

国王之路的延续—融合了古建筑风格的哥若兹卡街道以及最风景如画的卡诺
尼察—这是通往以前国王的宝殿—维尔城堡之路。

国王的城堡—瓦维尔

在离古城广场几百米的地方，在维斯瓦河的旁边有一座建立在半山上的古老
城堡—瓦维尔，在它脚下就是整个克拉科夫城市。瓦维尔城堡曾经是波兰
国王加冕的地方，在这里通过了管理以及发展波兰最重要的决议。城堡的历
史起源于公元1000年，每个到克拉科夫参观的游客都应该来看看这文艺复
兴式的城堡以及这城堡中美轮美奂的宫殿。特别是雕刻精美的珀色勒斯卡大
厅，里面各式各样的雕塑以及雕刻在天花板上的人物头像令人深深着迷。在
瓦维尔城堡内的主教堂不单单是古迹，同样它也是至今还在使用的教堂，波
兰历代国王、主教、民族英雄以及在罗曼蒂克时期的诗人的灵柩被安放在这
里。在主教堂最引人注目的是文艺复兴式的西格蒙特祈祷室。

卡齐米日区

在很久以前坐落在克拉科夫城市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到如今它也是城市中
最古典的城区之一。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上百年历史的建筑物以及与众不同
的风格。卡齐米日区到1939年是一个
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居住的区域。在这
里有着著名的犹太人朝圣厅，也是老
犹太教会所在地，同样也是波兰最古
老的犹太人建筑物，如今已经成为了
博物馆。
卡齐米日区也是最大的比较集中波兰
以及犹太文化的区域之一 。在这里每
个角落都充满了当时波兰以及犹太人
生活的情景，这里也体现了两个社会
以及文化的种种联系。
在卡齐米日区每年6月和7月都会举办
犹太人音乐会，这吸引了从世界各地无
数对音乐热爱的人们来到这里。在狭窄
的克拉科夫卡齐米日区的街道中能找寻
到往日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在这里也
能感受到曾经所存在过的文化。

克拉科夫周边景点

在西南部，距离克拉科夫十几公里的
小镇有一个已有700百年历史的维利
奇卡盐矿，这是克拉科夫第一个被联
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的景点。到今天我们在这里仍旧能
够看到当年采矿的情景。最重要的
是，这是一个地下艺术博物馆，在这

里的每件艺术品都是矿工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在地下，还有一个疗养院，
是专门治疗支气管病和皮肤病的地方。
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名胜古迹还有在卡瓦日阿.则布热多夫斯卡还有被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的教堂，修道院和朝圣公园 ；当年纳粹军所修建的奥斯威辛-布
热金卡集中营博物馆以及十五世纪在登布涅 (Dębnie)、比娜诺瓦 (Binaro-
wa) 、利普尼察 (Lipnica Murowana) 和森扣瓦 (Sękowa) 所建立的木质教
堂。 
在参观克拉科夫的同时，还可以有机会去前教皇保罗二世的出生地，在距离
克拉科夫40公里的瓦多维察 (Wadowica)，在那里教皇保罗二世度过了自己
的童年时代。
在离克拉科夫100公里的塔特尔山区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扎科帕内山是波兰
是冬制度。在每年年底的世界冬季山区音乐会就在这里举办，同样冬季滑雪晚
会（除夕夜），大陆杯，跳台滑雪世界杯也是波兰冠军杯都是在这里举办 。

地区美食

在克拉科夫美食如云，排首位的是克拉科夫烤面包，就是薄薄的肉片配上洋
葱和茴香，放在烤面包里，再加上美味的调味汁。同样蘑菇烤鸭，配上粗粮
也让人赞不绝口。另外奶酪布丁也是值得一试的。克拉科夫的奶酪也是非常
有名的—白色奶酪配上香草，放在蛋糕里—就是有名的起司蛋糕。在克拉科
夫古城随处还可以见到面包圈—这个就像戒指一样的面包圈上洒上盐粒以及
芝麻，也是十分美味的哦。

重要的活动
•	 二月。“shanties”国际滑水歌曲音乐会，承办单位：克拉科夫滑水，
体育和旅游“hals”基金会ul.	 Straszewskiego	 27,	 电话/传真	 423	 22	 36,																												
hals@fema.krakow.pl,	www.hals.krakow.pl

•	 复活节音乐会，承办单位：克拉科夫音乐会办公室ul.	 św.	Krzyża	 1,	电话	
424	 96	 50,	传真	424	 96	 52,	 	邮箱:	 poczta@biurofestiwalowe.pl,	 www.
biurofestiwalowe.pl

•	 四月。克拉科夫新老爵士音乐会，承办单位：“克拉科夫爵士”艺术-教育协
会，ul.	Zdunów	18/8,	电话/传真	417	40	45,	 info@jazz.krakow.pl,	www.
jazz.kowski	festiwal	filmowykrakow.pl				

•	 5/6月。克拉科夫电影音乐会，承办单位：克拉科夫电影基金会，ul.	 Py-
chowicka	7,	电话/传真		433	74	00,	邮箱:	 info@cff.pl,	 	www.cracowfilm-
festiwal.pl

•	 6月。“瓦维尔龙之节”承办单位：木偶、面具和明星“Groteska”剧院		ul.	Skar-
bowa	2,	电话	633	48	22,	传真	633	92	00,	blizej.szkoly@groteska.pl,	

•	 6月（圣体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四）。Lajkonika的发展庆祝会。承办单位：
克拉科夫城市历史博物馆，Kraków	 Rynek	 Główny	 35,	 电话+48-12	 619	
23	00		mail:dyrekcja@mhk.pl		www.mhk.pl

•	 6月。花节，承办单位：克拉科夫音乐厅办公室，	ul.	 św.	 Krzyża	 1,	电话	
424	96	50,	传真	424	96	52,	邮箱:	poczta@biurofestiwalowe.pl,	www.biu-
rofestiwalowe.pl

•	 6/7月。犹太人文化音乐会。承办单位：“犹太人文化音乐会”协会，	ul.	Jó-
zefa	36,	电话		431	15	17,	传真	431	24	27,	邮箱:	office@jewishfestival.pl,	
www.jewishfestival.pl

•	 7月。国际街头剧院音乐会，承办单位：KTO	剧院，	ul.	Gzymsików	8,	电
话	633	73	00,	传真	623	89	47,	邮箱:	sekretariat@teatrkto.pl,	 	www.tea-
trkto.pl

•	 8月。“克拉科夫Danza”街舞音乐会，承办单位：“Ardente	Sole”基金会,	al.	
Krasińskiego	20/9,	电话	421	07	47,	邮箱:	ardentesole@ardentesole.art.
pl,	www.ardentesole.art.pl

•	 9月。Sacrum–Profanum音乐会，承办单位：克拉科夫音乐会办公室，ul.	
św.	Krzyża	1,	电话	424	96	50,	传真		424	96	52,	邮箱:	poczta@biurofesti-
walowe.pl,	www.biurofestiwalowe.pl	

•	 10/11月。Bajit	Chadzasz犹太文化月，承办单位：克拉科夫音乐会办公室
ul.	św.	Krzyża	1,	电话	424	96	50,	传真		424	96	52,	poczta@biurofestiwa-
lowe.pl,	www.biurofestiwalowe.pl

•	 11月。克拉科夫爵士音乐会，承办单位：“De	 Profundis”文化协会32-020	
Wieliczka,	ul.	Słowackiego	29,	电话/传真	278	20	01,	de-profundis@wp.pl,		
WWW.deprofundis.glt.pl.

•	 12月。克拉科夫百灵鸟音乐会—最动听的克拉科夫百灵鸟，承办单位：克
拉科夫历史博物馆，	Rynek	Główny	35,	电话	619	23	00,	传真	422	32	64,	
邮箱:	dyrekcja@mhk.pl,	www.mkh.pl

•	 关于克拉科夫旅游以及文化的具体信息，请咨询文化信息中心，地址
ul.	Św.	Jana	2,	 	电话	421	77	87,	传真		421	7731,	邮箱:	karnet@krako-
w20Grand00pl,	www.karnet.krakow2000.pl.



博物馆以及艺术馆                                                   
• 国家博物馆, 主楼, al. 3 Maja 1, 电话295 55 00, 传真 295 55 55, 邮箱:dyrekcja@muz-nar.krakow.

pl, www.muzeum.krakow.pl 
• 国家博物馆画廊（达芬奇所画的欧洲著名油画“抱白貂的妇人”存放在此), ul św. Jana 19, 电话

422 55 66,  传真 292 64 64, biuro@fundacja-czartoryskich.krakow.pl, www.muzeum-czar-
toryskich.krakow.pl

• 克拉科夫历史博物馆, Rynek Główny 35, 电话619 23 00, 传真 422 32 64, dyrekcja@mhk.pl, 
www.mhk.pl

• 考古博物馆, ul. Senacka 3, 电话422 71 00, 传真 422 77 61, mak@ma.krakow.pl, www.ma.krakow.
pl 

• 印度艺术博物馆, ul. Kanonicza 19/21, 电话421 89 63, 传真 422 75 23, www.diecezja.krakow.
pl, muzeumkra@diecezja.krakow.pl 

• Seweryna Udzieli 民族博物馆, ul. Krakowska 46,  （波兰民族艺术品- pl. Wolnica 1), 电话430 
60 23, 传真 430 63 30, 邮箱: mek@mek.krakow.pl, www.mek.krakow.pl 

• 波兰航空博物馆, al. Jana Pawła II 39, 电话642 87 00, 邮箱: info@muzeumlotnictwa.pl, www.
muzeumlotnictwa.pl, 

• 犹太人文化艺术馆, ul. Rabina Meiselsa 17, 电话430 64 49, 传真 430 64 97, 邮箱: info@judaica.
pl, www.judaica.pl

• 雅盖隆大学博物馆 – Collegium Maius, ul. Jagiellońska 15,   电话422 05 49, 传真 422 27 34,  
邮箱: info@maius.uj.edu.pl www.uj.edu.pl/Muzeum/ 

• „Rydlówka”波兰博物馆, ul. Tetmajera 28, 电话637 07 50
• 克拉科夫Zup 博物馆, Wieliczka, ul. Zamkowa 8, 电话278 32 66, 传真 278 30 28, 邮箱: informa-

cja@muzeum.wieliczka.pl, www.muzeum.wieliczka.pl
• 社会艺术馆,  pl. Szczepański 3a, 电话421 38 40, 传真 422 83 03, 邮箱: bunkier@bunkier.com.

pl, www.bunkier.com.pl 
• 日本文化以及艺术„Manggha”中心, ul. Konopnickiej 26,  电话2267 27 03, 传真 267 40 79,  

邮箱: centrum@manggha.krakow.pl, www.manggha.krakow.pl 

在互联网上的克拉科夫
www.krakow.pl,   www.krakow2000.pl,  www.wirtualnykrakow.pl

旅游信息
• ul. Szpitalna 25, 电话432 01 10,  传真 432 00 62. 每天开放 9-17
• ul. św. Jana 2, 电话421 77 87, 传真 430 65 03.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 10-18 
• ul. Józefa 7, 电话422 04 71, 传真. 421 77 31.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10-16
• 旧市政厅, Rynek Główny 1, 电话433 73 10 每天开放 9-17
• os. Słoneczne 16 (Nowa Huta), 电话643 03 03. 从星期三到星期六 10-14
• 克拉科夫保罗二世国际机场—巴利册  ul. kpt. Medweckiego1, 电话285 53 41. Czynny 9-17

其它信息
• 克拉科夫保罗二世国际机场—巴利册, 电话285 51 20 
• 克拉科夫火车站主站, ul. Dworcowa 1, 电话94 36, 624 15 80
• 汽车站, 电话0 300 300 120
• 邮局总局, ul. Westerplatte 20, 电话422 48 11.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 工作日 7：30-20：30,  星期六 8：00-14：00,  星期天 9：00-14：00

在波兰境内给克拉科夫打电话要在电话号码前面加（012），在波兰境外给克拉科夫打电话要在电话
号码前面加上（00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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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 742 37 53  www.polen.travel info.be@polen.travel
www.pologne.travel  info.be@pologne.travel
法国  巴黎  
电话 :+(33-1) 42 44 29 92     
传真 : 42 97 52 25    
www.pologne.travel   info.fr@pologne.travel
德国       柏林        
电话 :+(49-30) 21 00 920      
传真 : 21 00 92 14   
www.polen.travel   info.de@polen.travel 
英国       伦敦        
电话 : (44-0) 300 303 1813   
传真 : 300 303 1814  
www.poland.travel   info.uk@poland.travel
荷兰      阿姆斯特丹   
电话 :+(31-20) 625 35 70
传真 : 623 09 29    
www.polen.travel     info.nl@polen.travel
匈牙利    布达佩斯  
电话 :+(36-1) 267 78 09       
传真 : 269 78 10
www.lengyelorszag.travel    budapest@pot.gov.pl
意大利    罗马        
电话 :+(39-06) 482 70 60      
传真 : 481 75 69    
www.polonia.travel     info.it@polonia.travel
日本       东京        
电话 :+(81) 3-5908-3808      
传真 : 3-5908-3809    
www.poland.travel      info.jp@poland.travel
西班牙    马德里     
电话 :+(34-91)541 48 08     
传真 : 541 34 23     
www.polonia.travel      info.es@polonia.travel
俄罗斯          莫斯科           
电话 :+(7-495) 510 62 10     
传真 :510 62 11   
www.poland.travel       info.ru@poland.travel
瑞典              斯德哥尔摩      
电话 :+(46-8) 21 60 75 
传真 : 21 04 65
www.polen.travel         info.scan@polen.travel

地图下面

奥地利    维也纳      
电话 : +(43-1)524 7191 12  
传真 : 524 7191 20       
www.polen.travel info.at@polen.travel  
比利时   布鲁塞尔   
电话 : +(32-2) 740 0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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