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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都市里斯本，一切都只是一箭之遥。

于里斯本人来 ，巴夏 (Baixa)（ 市区）始 是 物的最佳地方。即使是国 大品牌也喜
身 一地区。自由大道 (Avenida da
Liberdade) 是城市最主要的干道之一，一些百年老
来了怡人的
。在 条大道上漫步很是享受，也是房地
目集中的地方，在
里可以找到里斯本最昂 的商 空 。 里 有精品店和五星 酒店、知名品牌、奢侈品店、餐 和露台。
在 市区巴夏，最
的店 与 尚和前 的服装店并排而立。百年老店 是那么迷人，如 Casa das Velas do Loreto、Chapelaria
Azevedo 和 Livraria Ulisses（ 几家店 分别 蜡 、帽子和手套）。古老的 店，如 Bertrand、Sá da Costa 和 Aillaud &amp;
Lellos 也是同 引人入 ，您在那里
最新的文学作品，会感
快流逝。而孔塞桑圣母大街 (Rua da Conceição)
上的
用品商店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展示柜橱，存放有大量的 扣和
。
在基 多 (Chiado) 与巴洛奥尔多 (Bairro Alto) 之 ，在卡尔莫修道院 (Convento do Carmo) 墟、基 多博物 (Museu do Chiado)
和圣 克教堂 (Igreja de São Roque) 附近，您可以欣 到安娜• 拉 尔 (Ana Salazar)、法蒂 •洛佩斯 (Fátima Lopes)、
曼奴埃尔•阿尔 斯 (Manuel Alves)/何塞•
尔 斯 (José Gonçalves) 夫 、何塞•安 尼奥•特嫩特 (José António
Tenente)、菲利普•法伊斯卡 (Filipe Faísca)、米格尔• 埃拉 (Miguel Vieira) 和故事裁 (Storytailors)
等葡萄牙 装
的最新
作品。他 都是葡萄牙 装界的大腕。
些露天 物商 中一个最新 意是复古商店和重新推出老工厂的 品。通
些早年 有代表性的 品，您将会看到与今天全球 尚
完全不同的一面。同 ，那些几十年来都一直保留着原貌的 品令我
想起祖父母那个 代和我 自己的童年，其品 仍然令人拍手
称 。
巴洛奥尔多始 被
是里斯本波希米
最盛行的一个街区。白天，
，有很多餐 、酒吧和法多之家，很适合在周
物的人在此 足。

里有城市化的前

离此不 就是王 区 (Príncipe Real)， 里是居民区，有花园、露台、装 品店和葡萄牙努
等
大 的工作室。而圣本多大街 (Rua de São Bento)
以古玩店而出名。 里也是葡萄牙 会及阿 利 • 德里格斯博物 的所在地。

装店和
•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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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非凡

(Nuno Gama)

桑多斯 (Santos) 区更 注于
，之前是工
水区，如今吸引了
院校、
家工作室、建筑事
当代
品牌也 中 里来展示他 的家具和室内
。与 种 代感形成 明 比的是国家古代
Arte Antiga)， 是里斯本最重要的博物 之一。
在游 城市 史悠久的街区 ，您没有
物，不要 ，您可以将精力留待游
(Columbo) 和瓦斯科-达伽 (Vasco da Gama) 是最大的 物中心区，而坎普佩奇

身店。到了夜晚，

所和 意公司云集此 。一些
博物 (Museu Nacional de

物中心 ：阿莫雷拉斯 (Amoreiras)、科 坡
(Campo Pequeno) 和 尔达尼 (Saldanha)

1/2

也

得考

。

在 些地方，您 物 歇可以去看
配音。不 ， 是有原版 影
。

影。在葡萄牙，所有

影都是原音播放，配有葡萄牙文字幕，当然儿童影院中播放的

影一般有

有用信息
需要有关里斯本

史悠久的街区的店

所有提到的街区均有地

或公共汽

和

物地点的

可达。信息参

用信息，

www.lisbonshopping.pt

www.carris.pt 和 www.metrolisboa.pt。

物中心：
阿莫雷拉斯 ‒ 774 和 783 路公共汽
坎普佩奇 ‒ 坎普佩奇 (Campo Pequeno) 地 站（黄
尔达尼 ‒ 尔达尼 (Saldanha) 地 站（黄 ）
科 坡 ‒ Colégio Militar 地 站（
）
瓦斯科-达伽 ‒ 方 (Oriente) 地 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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