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

Midnight Barcelona
午夜巴塞罗那
“黑底飞金”
，
张爱玲形容西班牙是
在绝望底色上的
华丽放纵正是这个国家的最佳注脚。
而伍迪・艾伦
《午夜巴塞罗那》
一部
更让这座城市成为整个西班牙的
梦想之地。
它所蕴含的创造力、
想象力和生命力确如
黑夜里的金色流星雨，
让我们能在高迪的建筑曲线里、
万物的跃动色彩中、
男人的长发与女人的眼波，
还有梅西的临门一脚间，
体会到巴塞罗那的激情与魅力。
photographer Mark Peters stylist Patricia Ketelsen
writer Patricia Ketelsen、陈思蒙 editor 陈思蒙 translator 张妍、赵炜

travel

从巴塞罗那的各个位置都能看到
似乎永不完工的 ”圣家堂“。它就像
这个城市的心脏 。而前景处的阿格
巴塔（Agbar Tower）则是建筑大师
Jean Nouvel的作品，为这个城市带
来不同的色彩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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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东临地中海，
西靠
科尔塞罗拉山，
体量适中、
规划便利，
是一座既开放又傲于传统
的城市。

这是一个由两双不同的眼睛“讲”出来的故事。Patricia是生活于
此超过40年的地道巴塞罗那人 ，她十分骄傲于游走在世界各地时 ，

作却真有种漫画卡通似的调皮。对此Patricia和她的朋友们也相当坦
“ 谈及历史文化 ，我们无法和伦敦 、巴黎或罗马媲美 。虽然我们
然：

每当告诉别人她来自巴塞罗那 ，对方的面孔就会放光的景象 。这些

的历史也很有趣，却没那么引人入胜。然而在建筑方面，我们可是独

人当中也包括我 ，这个来自中国的旅行者 ，怀揣着对“ 黑底飞金 ”四

一无二的呢 ！”当然 ，对我而言 ，这根本就是在说高迪嘛 —— 如果全

个字的想象，我第一次踏上西班牙的土地就是在巴塞罗那。

世界只能选一个建筑天才 ，那我一定把票投给他 。他不仅为这座城

对于习惯了北京、上海的我来说，巴塞罗那的确是个“小城”，这

市带来了归属上帝的流动曲线，还有足以令垂死之人也获得重生的

“在繁荣空前的21世纪，若你住在
里的一切似乎都可以用脚步丈量 。

跃动色彩 。但这种想法未免太游客了 ，对加泰罗尼亚人来说 ，除了

一个走路就能搞定一切日常琐事，朝阳不会因高楼遮挡而无法轻抚

高迪，多梅内克（Domènech i Montaner）与普伊赫・卡达法尔克（Puig i

你脸庞的现代化大都市里，难道不是一件奢侈的事吗？”Patricia这话

Cadafalch）也是用加泰罗尼亚现代派风格的作品让这座城市熠熠生

是对的，东临湛蓝的地中海，西靠缓和的科尔塞罗拉山，南北两面还

辉的英雄。

有洛布里加特河与巴索斯河流过，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既保证了巴

而说完这些充满精神性的建筑与艺术，Patricia坚持要骑着她的

塞罗那的开放性，又约束了它无节制的扩张。当我站在兰布拉大道尽

橘色小摩托带我们去领略这个城市真正的“ 味道 ”—— 那些只有本

头的哥伦布纪念碑底下，看到这位航海家手指指向的旧港方向，禁不

“甩掉你的旅行指南吧，在巴塞罗那不体会俗世
地人才熟知的餐厅。

住会对大航海时期这里不可一世的繁荣，以及之后兵败如山的衰落

的快乐就等于浪费了人生 。”在这里花上十几欧就能开一瓶不错的

浮想联翩。但身在其中的Patricia对此倒没这么多矫情，她只是远眺着

餐酒 ，火腿好吃得让我连嘴都合不拢 ，而新鲜的海产品则让我这个

从城市各个地方都能看得到的似乎永无完工之日的“ 圣家堂 ”对我

不吃海鲜的人都欲罢不能……吃完了还不能回家，这里的夜生活才

“别担心，你在这里绝不会走丢，那座山和那片海就围绕着你！”而
说：

刚刚开始 。走到海边的酒吧喝两杯 ，在微醺的状态中听到的西班牙

建筑师及城市规划师塞尔达（Ildefons Cerdà）为巴塞罗那奠定的八角

语似乎格外性感。我忍不住问Patricia，西班牙男人是不是像《午夜巴

形网格状城市结构，更是相当富有远见。每个街区都如一块比萨被切

“ 哈 ，别信伍迪・艾
塞罗那 》里那样都会弹吉他 ？她轻蔑地甩甩手说 ：

了一角，让你不必走到尽头才能判断要往哪边去。这种简便快捷的城

伦那个家伙 ，我们看了《 午夜巴塞罗那 》都不知道它演的到底是哪

“你去那里瞧瞧，街道也
市规划理念甚至还启发了纽约的街道建设，

“我可是从
儿！这里的男人个个都会喝酒还差不多。”我开心地笑了：

是类似巴塞罗那这种网状结构呐！”Patricia相当自豪地对我说。

那部电影开始迷恋这座城市的啊！”在温柔暧昧的海浪声中，我们又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里那些宗教壁画很有些幽默感 。
虽然这样说有些不敬，但古代西班牙艺术家笔下这些神的表情与动

对页 站在科尔塞罗拉山的缓坡上，
可以一眼瞥见湛蓝的地中
海。
在山与海的包围中，
这座城市既保持了开放性又有温柔。
本页 1.阿格巴塔是法国建筑师Jean Nouvel的作品。
2.一条典
型的加泰罗尼亚街道，穿过它可以走到毕加索博物馆。3.米
拉之家的屋顶是非常重要的看点，
特别是这些如戴头盔的卫
兵似的烟囱，给人一种魔幻主义的感受。4.“圣家堂”内部的
结构实在让人惊叹。
天才的高迪在这里没有用到一根直线与
一个平面，
却营造出气势逼人的建筑感。

碰了一次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城市对于她、对于我、对于伍迪・
艾伦来说都是难以抹去、值得书写的，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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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洛之家的
灵感来源于加
泰罗尼亚
守护神圣乔治
屠龙的故事。
十字架形的
烟囱代表英雄，
鳞片状的屋顶
是巨龙脊背，
彩绘拼贴玻璃
与阳台构成一
张张面具，
人骨形的支柱
则象征着人类
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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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巴特洛之家是高迪将色彩与想象力发挥到
极致的作品。如果说米拉之家如同魔幻主义小
《天方夜谭》。
说，
那巴特洛之家就是西班牙的
（Casa Comalat）是萨尔瓦
本页 1.科马莱特之家
多・瓦莱利（Salvador Valeri）的作品，该建筑的
顶端十分奇特，
如同一顶小丑的帽子，
其背面造
型也十分有趣。
2.古埃尔公园的蛇形长凳完美地
诠释了高迪的名言”直线属于人类，
曲线归于上
“。
帝
3.圣十字圣保罗医院于去年9月才向公众开
放。
4.古埃尔公园里的建筑都像童话梦乡里走出
“
（Güell）标志，
来的。5.古埃尔公园中的”古埃尔
“。
用西班牙语念来，
它更像”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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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迪密码
巴塞罗那最先吸引全世界游客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独特的建筑风格。跟庄重的罗马建筑
相比 ，巴塞罗那现代派时期的建筑给予这个世界的是更多色彩 、更多激情和更多想象的空
间。伟大而非凡的安东尼・高迪（ Antoni Gaudí）无疑是其中最顶尖的天才。他的诸多作品让巴
塞罗那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熠熠生辉。这些建筑的外形设计以及细节装饰都能给你带来
巨大的想象空间，每个人在仰望这些建筑时，脑中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故事与图景。其中米
拉之家（Casa Milà）的屋顶一定会让你非常动容，虽然它只是“采石场”般的色彩，但那流动的
曲线与小小的戴头盔卫兵式的烟囱此起彼伏，让人有种壮丽的感动。而想象力爆棚的巴特洛
之家（Casa Batlló）则以圣乔治屠龙的故事而来，丰富的色彩与内饰细节绝对不容错过。而位
于近郊山上的古埃尔公园则像一个童话梦境，从婴幼儿到老年人，不会有不喜欢它的。虽然
作为一个房地产项目，它很失败（因为离城太远，计划中的16块私宅地皮只卖出一块，高迪自
己也买下一幢小楼当自己的住宅），幸而高迪那富裕又有远见的赞助人古埃尔先生慷慨地把
它开放为市民公园，我们才得以在今天的世界遗产名录上看到它。这三者也是你到巴塞罗那
来绝对不能不去的地方。不得不提的还有加泰罗尼亚闻名于世的陶瓷技术和铸铁工艺，它们
为这些本已伟大绝伦的建筑又添加了更艺术的一笔。从巴特洛之家的外壁与屋顶、米拉之家

3

的阳台栏杆、古埃尔公园的蛇形长凳上，我们都能看出这些传统技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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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 1.巴塞罗那独有的加泰罗尼亚纹样地板砖 。
2.阿玛特耶之家位于巴特洛之家隔壁，是巴塞罗那
另一位现代派建筑师卡达法尔克的作品。3.狮子与
（Casa Lleo Morera）与巴特洛之家和阿玛
桑树之家
特耶之家位于同一条路上，
是多梅内克的作品。
其美
丽的雕饰十分值得关注。4.文森之家（Casa Vicens）
是高迪住宅项目的处女
建于1883年至1888年之间，
作。
因为主人是瓷砖制造商，
所以高迪在屋子内外都
用了很多美丽的瓷砖来镶贴。5.高迪为挚友古埃尔
一家在巴塞罗那市内设计的住宅”古埃尔宫“。它作
为高迪早期的作品，在用色和线条方面都与后期的
米拉之家、
巴特洛之家和古埃尔公园等十分不同。
“是高迪所有建筑作品中的集大成者。
对页 ”圣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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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家堂
如果说高迪在巴塞罗那留下的十余件作品正是你搜寻这个城市的密码，
那么最终的解密地点一定
“圣家堂”。
是在
这个始建于1882年，
但至今仍未完成的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建筑让一切语言都多余
了。
站在这里，
我们很难想象高迪的大脑结构，
怎么可能有一个人能把力学、
结构、
视觉效果、
美学与
？圣家堂”的首任设计师维拉干了一年就
“撤退”了，
精神性，
甚至神性，
结合得如此完美“
工程被交到
高迪手上时他年仅31岁，
尚未确立声名。
前十年，
高迪的改动方案都是谨慎的，
直到古埃尔公园、
巴
“圣家堂”的外立面分为3部分，
特洛之家和米拉之家等作品完成，
才敢于大胆创作。
他将整个
并以隐
喻的手法来表达耶稣一生的3个阶段——诞生、
受难、
复活。
同时，
他还将教堂原有的方塔改为圆塔，
四个传教士和圣母马利亚。
虽然建筑的外立面极
并增加至18个——分别代表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
尽复杂精微之能事，
但内里的装饰与线条却相当洗练简洁，
特别是在线条的构造上，
竟不采用一条
直线和一个平面。
坐电梯直上高高的塔楼，
不仅能清楚看到18个塔尖的装饰物，
还能远眺整个巴塞
罗那市景，
那一刻既是神性的，
又是人性的。1926年6月的一天，
巴塞罗那全城都在为有轨电车通车
而欢呼，
但高迪却被这个新事物撞倒了。
人们见他衣着寒酸，
便将他送往穷人医院，
直到次日，
才被
朋友发现。6月10日，
高迪去世，
他一生没有结婚、
性格孤僻、
没有其他爱好，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
，圣家堂”的官方预计完工日是2026年，
了建筑与上帝。
如今“
那正是高迪离开人间100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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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ca Grande
这家餐厅十分时髦，在巴塞罗那当地也很有名。特别是位
于地下的这个卫生间，更是成为即使不在这里进餐，也值
得一看的地方。因为每到晚上，这个卫生间外面的洗手池
“，
空间就会成为拥挤的”舞场
有很多从楼上的酒吧”Boca
Chica“下来的客人会在这里举着啤酒、放着音乐，忘情地
起舞。墙上大大小小的，从古董到设计师作品的镜子则恣
意映射出这热闹景象。如此创意，估计也就是巴塞罗那人
能想出来了！就连德国球星穆勒也十分喜欢这里，这让他
“，
的俱乐部拜仁有点”紧张
总怕他会借机转会巴萨。
www.bocagrande.cat

味蕾的盛宴
法式大餐跟法国人一样讲究优雅，而巴塞罗那则以它轻松愉悦和创意无限的小吃Tapas
取胜。大海、崇山、田园……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巴塞罗那带来了上乘的食材，真可谓肉好吃、
酒好喝、人好看！在这里，你不仅能品尝到经典的西班牙美食，如西班牙海鲜饭、伊比利亚火
腿、土豆饼等，更让人赞不绝口的是独具加泰罗尼亚风格的海鲜和肉拌饭、炭火烤嫩洋葱配
杏仁酱，以及加泰罗尼亚香肠等。如果历数世界级大厨和米其林餐厅，你会发现巴塞罗那简
直就是宝地。El Bulli餐厅的Ferran Adrià让巴塞罗那美食在世界美食版图上永远位列先锋。这是
全世界最好的餐厅之一，常年位居米其林评选前列，不论是游客还是“土著”都无法逃开它的
魅力。而号称西班牙饮食国粹的 Tapas则相当实惠，因为分量不大，价格又便宜，所以即使一
个人来吃，也可以点上好几个花样。从海鲜到肉食，从香辣到酸甜，纷繁创意让饮食丰富的中
国人也应接不暇，而且真的好美味！又因为没那么多拘束的讲究，轻松友好的就餐氛围，甚至
幽默调皮的店主，都让在这里吃饭变得更加无可挑剔。当然，独特的家庭美食文化也值得写
上一笔 。这里的人们即便做一道家常小菜也相当考究 ，并骄傲于自己独具加泰罗尼亚传统
的美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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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Ocaña在巴塞罗那十分有名。
这家开在一幢古老建筑
里的餐厅实际上并不是为正餐准备的。
当地人喜欢在午餐
前或晚餐后到此喝一杯，
气氛十分宜人。
本页 1.餐厅Big Fish是著名设计师Lázaro Rosa-Violán 设
计的。2.Boca Grande是一家很时髦的餐厅。3.一家带有
十分典型的加泰罗尼亚传统装饰外门的烘焙店。4.餐厅
Beriestain拥有十分可口的食物。5.在巴塞罗那你可以错
过一切，
但决不能错过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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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vinic
与其说Monvinic是一家餐厅 ，不如说这里是
世界红酒博物馆来得更加贴切。这里的老板号
称”酒痴“，店里更是储藏了几乎所有世界顶级
品牌 、酒庄和特殊年份的名酒 。不论是想轻松
地小酌怡情 ，还是想郑重地品尝世界名酒 ，这
里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从老板到服务员都专精
于所有关于红酒的知识，不论你是怎样挑剔和
专业的客人都能在这里挑到自己喜欢的酒。而
且很多慕名前来的人都是本着来 ”学习“ 的心
态来吃饭品酒的，当地人把这里称为立体实用
的红酒百科全书。
www.monvi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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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的生活
“加泰罗尼亚人热爱生活，也热爱工作。我们做事准时，这和其他地方的西班牙人完全不
同。对陌生人或是不太熟的人敞开心扉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在西班牙其他地区，人
们总说我们无聊至极又不甚友好。他们真的比我们外向亲切多了。这点我不否认，但一旦成为
朋友，我们又会非常真心地待人。我们的早餐通常在早上11点，一个夹肉面包配一杯牛奶咖啡
就能开启美好一天。晚餐绝不会在晚上10点前进行，这比一般欧洲人更晚。晚餐通常很丰盛，
前菜、主菜和餐后甜点一个不能少。我们也享受和朋友出去喝杯啤酒的快乐，这在一天中的任
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虽然我们不像意大利人那样与家人的关系十分贴近，但也喜欢在周末和

2
本页 1.巴塞罗那的Tapas十分美味。2.餐厅Comerc的装潢十分
时髦。3.Federal餐厅是吃早午餐的好去处。4.Kafka在夜间十分
热闹。
5.Monvinic餐厅被当地人称为立体实用的红酒百科全书。
有了它，
你就
对页 小型摩托车是这个城市最常见的交通工具。
能在短时间内到达巴塞罗那的各个角落，
而不用饱受找停车位
的苦恼。

家人同享一顿午餐或是在周日下午一起去看望爷爷奶奶。足球是这座城市的信仰，巴萨是一
切的一切！如果巴萨在主场比赛，整个巴塞罗那就会沸腾。那时，你做什么都不为过，就算你把
汽车停在了人行横道上，警察也不会给你开罚单。但是记住，作为游客千万别在参观诺坎普球
！来自Patricia的自白）
场时进商店问有没有皇马的球衣卖，那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巴塞罗那人既
保
又坚守着传统； 持着海洋的开放性，
既虔诚于上帝
与精神创造，
又沉溺于现世
的享乐。
足球是他们的
一切，
巴萨则是一切
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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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Dentrodeloque Cabe是一家很精彩的设计品商店。
本页 1.J-Bigot Gallery。2.Antique Boutique是一家在巴塞
罗那很有分量的古董与装饰品店，而且价格非常公道。图为
店主人Sonia和Luis举着他们店内有名的Manises陶瓷灯
座。3.设计艺廊Alzueta中融汇了画作、雕塑、家具设计及饰
品设计等众多作品，
是巴塞罗那有名的综合艺廊。4.Alzueta
（前）与他的助手在艺廊中。
的主人Miquel Alzueta

1

西班牙人的设
计与创意
总是出人意料，
在巴塞罗那
尤其如此。
他们从不为
正襟危坐的宏
大叙事
而绞尽脑汁，
反而是随性
与调皮的好点
子
让他们大放光
芒。

Patricia的购物私推荐

加泰罗尼亚式创意

传统的加泰罗尼亚鞋子，
很受欢迎。
CRISTINA CASTAÑER：
加泰罗尼亚和国际设计品牌店，
这里有家装所需的一切。
VINÇON：
Borne Area：位于巴塞罗那老区，这里有很多风格各异的西班牙小店，
购物风情原汁原味。
高端的时尚商店，
品牌众多，
品位优雅。
Santa Eulalia：
Calle Séneca：是一条狭窄的小街，Galería Miquel Alzueta和 Antique
精彩不容错过。
Boutique等艺廊与设计品店就集中在这里，

如果说西班牙人是全世界最有想象力的人群之一，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吧？而以巴塞罗
那为代表的加泰罗尼亚人，因为与欧洲其他地区的交流更频繁而在这种西班牙创意中独树
一帜 ，成为更具国际视野与融合性的“ 加泰罗尼亚式创意 ”。加泰罗尼亚设计在世界上也具
有相当高的知名度。Enric Bernat设计的珍宝珠棒棒糖、Manuel Jalón设计的拖把等都很有名。而
其他一些商业设计大师，如Miquel Milà、Javier Mariscal等人也都来自加泰罗尼亚。然而在现代，
加泰罗尼亚在商业设计方面好似处于一个停滞期，原因也许能归为两点：首先是经济危机，
这让巴塞罗那的很多行业都无法正常运行；第二点则是他们已经建造了一个居住天堂：有舒
适的气候、绝妙的美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土地……“这使得我们的目光只聚焦
在这个小蜂巢内而鲜有望向世界的企图心。我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独具创造性，而很多巴塞
罗那人还未意识到这一点。”常年游走于全世界工作的Patricia这样对我说。然而对我来说，这
里多样而有趣的设计品商店和艺廊已经足够优秀了 ，而且里面的东西真的很有让人买下来
的欲望。这也是对我来说巴塞罗那创意的成功之处。譬如在参观巴特洛之家时，若你想跟这
个美丽建筑那不可思议的墙壁合影，只能站在阳台上，从对面的树上照过来。而工作人员真
的就绑了一个蓝牙控制的相机在那树上，只要花上12欧，你就能拥有这张“独一无二”的合影
了。这让我乖乖掏了钱，还掏得相当称心如意。

4

3

旅游

Javier Mariscal

Javier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吉祥物 ”Cobi“ 的设计
师，也是一位全能的设计人才。他生于巴伦西亚，从1970
年开始长居巴塞罗那 。他因设计漫画而被人熟知 ，也为
Cassina、Moroso、
Vondom和Artemide等品牌设计家居产
《奇可和丽塔（
》 Chico y Rita）于2012年
品。
他创作的动画片
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
以下是他的快问快答：
1.你最爱在这座城市的什么地方来放空自己？
海边和沿海街区。
2.你眼中巴塞罗那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位于大海和城市之间的蒙锥克山。
3. 你最喜欢的巴塞罗那餐厅是哪家？
我爱在市场里的小餐馆吃饭，
比如Boquería菜市场和
Santa Caterina市场。
4.你最喜欢的建筑以及博物馆？
米罗基金会，
它既是绝妙的建筑，
也是很棒的博物馆。
5.你最喜欢的酒店？
El Hotel Omm。
6.必须推荐给外国游客的一道巴塞罗那特色美食？
El pa amb tomaquet i pernil。
7.巴塞罗那必逛小店？
（Paseo de Gracia ）上的Vinçon。
格拉西亚大道
8.可以推荐给游客的巴塞罗那特色纪念品？
Rafael Marquina 设计的调味瓶。

1

2
本页 1.Javier Mariscal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
会的吉祥物设计者。2.Azul Tierra一角充满家
的气息。3.家饰店Beriestain与餐厅Beriestain
是同一家。4.设计店Azul Tierra的创办者，
店名
正是从他的名字而来。
“。
对页 巴塞罗那的跳蚤市场”Encants Market

4

巴塞罗那有太多
有趣的设计与艺
术品，
就连跳蚤市场也
拥有如此有型的
建筑外观。
这真的是一个创
意无限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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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那些新开放的参观点

繁忙的海港与温
柔的海滩是巴塞
罗那的最大
魅力之一 。躺在
W酒店床上，
纳整个海上日落
入怀，
或许你也会感到
整个城市都属于
你！

（Palau Güell）
：
古埃尔宫
去年才开放参观的古埃尔宫是高
迪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纺织与船运业富商欧塞维奥・古
（Eusebio Guell）在巴塞罗那市内所设计的一处宅邸。
埃尔
这是高迪比较早期的作品，
在色彩和线条上还不如后期那
样恣意奔放，
但其考究的细节与全金装饰的祈祷室还是很
值得一看。
同时，
它与古埃尔公园一样，
也属于世界遗产。
（Hospital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
圣十字圣保罗医院
:
圣十字圣保罗医院是巴塞罗那市内的一组建筑群，兴建
于1901年到1930年之间，是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大师
多梅内克的作品。它与加泰罗尼亚音乐宫一起，被列为
世界遗产 。直到2009年6月 ，这里都还一直作为医院在
使用 ，后来改建为博物馆和文化中心 ，并于2014年9月
向公众开放。
“不
（Casa Amatller）:这座宅邸位于著名的
阿玛特耶之家
和谐街区”，就在巴特洛之家紧隔壁。它是巴塞罗那现代
派建筑的第二代表人物卡达法尔克的作品。它原本是巴
塞罗那著名的巧克力商人安东尼・阿玛特耶的住所，
所以
房子的外形就像一块掰掉一块的巧克力。该建筑兴建于
最值得一看的就是它巧克力式的彩色
1898年至1900年，
马赛克外墙与浅浮雕。
这里的一层现是一家珠宝店，
原本
只能参观一层，
楼上的空间也将对公众开放。
2015年5月，

1
对页 W酒店如风帆般矗立在地中海边。
本页 1.Mandarin酒店的内饰十分考究，拥有旧贵族式的风
范。2.Mandarin酒店的公共区，装饰仍然十分精致。3.Casa
Fuster Hotel位于一幢老建筑内。4.W酒店内的酒吧很适合散
步过来坐着喝一杯，
顺便看看美丽的落日。

2

4
3

W酒店
位于巴塞罗那海港边上的W酒店，
有着与迪拜帆船酒店十分相似的外形，
直面大海的它拥有全巴塞罗那最无敌的海景。
虽然很多人并不十分喜欢内
部过于年轻化和欠缺质感的装饰，
但不得不承认来这里的高层酒吧对着大
海喝一杯还是很迷人的。
有位干练的女强人，
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巴塞罗那
“自己在城中的家，
人，
但每个月总会有2天”抛下
住到W酒店来。
她的形容
”当我睡在酒店的床上，
绝对具有诱惑力：
看到这海上的日落时，
感觉整个
。本地人还推荐了一条最美的海边漫步路线，
巴塞罗那都是我的“
正是从W
酒店的海滩开始慢慢走向万豪的the Forum大楼。

旅游

（Casa Comalat）
1.瓦莱利的作品“科马莱特之家”
是很多游
局部。2.巴塞罗那旧港靠近哥伦布纪念碑，
客的必到之所。3.圣十字圣保罗医院全景。4.带有法
式风情的焗蜗牛在这里被加上了火辣的巴塞罗那
味道。5.高迪设计的一处大门，
属于古埃尔家族的一
处旧产。6.圣十字圣保罗医院也是一处色彩丰富的
现代派建筑。7.海滩边上的四季酒店。8.滨海的巴塞
罗那当然少不了各种美味海鱼。9.科马莱特之家外
壁的局部装饰。10.巴塞罗那城中到处都是精美的建
文森之家是高迪第一幢私宅建筑，
运用了很
筑。11，
多彩色陶瓷砖来做拼贴。12.圣十字圣保罗医院直到
去年9月才作为博物馆开放给公众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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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导览器 ，并且是除“ 圣家堂 ”外 ，唯
一有中文导览的地方 。它的隔壁就是
阿玛特耶之家 ，再隔几栋楼就是狮子
与桑树之家。
文森之家（Casa Vicens） 7 这是高迪
第一个私宅建筑 ，与后来大肆运用流
动曲线不同 ，这个设计的四方直线很
多，理念上还没那么大胆，但作为高迪
的处女作，还是很值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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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Ocaña餐厅 1 位于一幢老建筑内，并
非来吃正餐的首选 ，却十分适合在午
餐前或晚饭后来喝一杯并吃点小吃。
Bigfish 2 是巴塞罗那很有腔调的一
家餐厅，由知名设计师设计，并有很好
的生鲜食物。
Beriestain餐厅 3 拥有全城最好吃的
食物之一 ，同时它还有一家同名的家
居设计店与之相连。
又是一
Boca Grande 4 既是一家餐厅，
（Boca Chica）
，
最出名的就是它
家Pub
位于地下的洗手间，
晚上会变成舞池。
不如
Monvinic 5 与其说是一家餐厅，
说是一家品酒吧。
这里拥有几乎全世界
所有优秀的红酒，
想品尝哪年的都行。
Comerc 6 作为餐厅的优势在于总能
推出很多新奇的菜品 ，可不只是味道
新颖哦，这些菜的造型也相当调皮。
它有
Federal 7 是吃早午餐的好去处，
一个大大的露台，
很适合闲聊晒太阳。
Kafka 8 的食物并不是最佳的 ，但这
里的夜间气氛太好了，来这里喝杯酒、
聊聊天，跟着音乐扭动一下，太棒了！
Bar Mut 9 的火腿好吃到让人哭泣，
水煮青口也相当新鲜，因为店面不大，
所以总在排队，记得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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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古埃尔公园（Parc Güell）3 绝对想象
力爆棚的地方 ，主要建筑区需要分时
段进入 。在它园区内很容易被人忽略
的是高迪自己的住宅 ，现已成为小型
博物馆。
米拉之家（Casa MILà）4 高迪又一个
不容错过的代表作 。最值得一看的是
这里的阳台和天台。

美食

艺廊&设计品店

酒店

圣十字圣保罗医院（ Hospital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 5 这座医院
创建于1401年，由6个较小的中世纪医
院合并而成 。目前的建筑是20世纪初
由多梅内克设计，是世界遗产之一。
巴特洛之家（Casa Batlló） 6 在米拉
之 家 的 斜 对 面 ，色 彩 和 内 饰 不 容 错
过 。这里的门票最贵 ，但有免费的语

illustrator: 钱姣

景点
圣家堂（La Sagrada Família）1 高迪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如果在巴塞罗那
你只能去一个地方，就来这里吧。但因
为参观者众多，最好提前网上订票。
古埃尔宫（Palau Güell） 2 高迪为古
埃尔一家设计的市区内豪宅 ，属于他
的早期风格，去年才开放参观。

景点

艺廊&设计品店
Dentrodeloque Cabe 1 主要售卖20
世 纪 的 经 典 设 计 品 ，主 人 的 品 位 很
好，这里的物品也挑得十分精炼。

Miquel Alzueta 2 是一家很优秀的艺
廊 ，容画作 、雕塑 、家具 、设计品于一
室 ，是挑选当代好艺术与好设计的好
去处。
Azul Tierra 3 是一家古董家具店，主
人Toni Espuch独具慧眼 ，收藏了很
多16~19世纪的古董家具与装饰品 ，
除了西班牙的古董 ，还有不少来自法
国、德国和意大利。
Beriestain 4 与那家同名餐厅其实是
一家店。它们最酷的地方在于，其实它
是一个拐弯的连通空间 ，并拥有两个
门，从前面的门进就是餐厅，从后面的
门进就是这家亲切的家居店了。
Santa Eulalia 5 是巴塞罗那最优雅
的Fashion店 ，汇聚了Lanvin等时尚
大牌 ，店内的装修也相当精美 ，贵妇
必游。
Encants Market 6 是巴塞罗那的跳蚤
市场 ，但仍然拥有一幢设计感十足的
建筑，
光来参观这市场的外形也值得。
酒店
W酒店 1 独占了全巴塞罗那最好的
海滨位置 ，虽然它与迪拜帆船酒店过
于相似的建筑外观受到一定的诟病 ，
但不得不说，在这里喝杯鸡尾酒，看看
日落，还是相当惬意的事。
Mandarin Hotel 2 显然比W拥有更好
的装潢质感与更优雅稳重的气质 。在
这里 ，你不仅能为这些精致的装饰细
节所惊叹，也能一偿旧贵族的美梦。
Casa Fuster Hotel 3 位于一幢始建于
1908年的历史建筑内 ，其设计师是现
代派设计大师多梅内克 。酒店因为本
身就是联合国评定的世界遗产 ，所以
其气氛非常酷 ，屋顶酒吧拥有很好的
视野。
四季酒店 4 同样矗立在海边 ，拥有
更加平和温柔的海景 ，适合喜爱海洋
气息的客人 。夏天是入住这里最好的
时节 。

创意爆棚
色彩缤纷、
似在
的巴塞罗那，
节中
每一处小小的细
都留下无数密码
！
等待我们去解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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