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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我是““学习苏联学习苏联””的一代人。的一代人。19551955年考入南京大年考入南京大

学地质学系后，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到教材都是学地质学系后，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到教材都是
从苏联那里搬来的。大学外语一律是俄语。我读过从苏联那里搬来的。大学外语一律是俄语。我读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普希金诗集普希金诗集》》……，唱的是，唱的是““莫斯科郊外莫斯科郊外””……，看的，看的

是苏联电影是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攻克柏林攻克柏林》》等等
等。等。

莫斯科、列宁格勒是我心中的圣地，是我们这一莫斯科、列宁格勒是我心中的圣地，是我们这一

代人向往的地方。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当年代人向往的地方。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当年
的苏联早已解体，但是我心中的俄罗斯情节却一点的苏联早已解体，但是我心中的俄罗斯情节却一点
也没有减退。改革开放也没有减退。改革开放3535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

发展，科教进步，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去发展，科教进步，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去
俄罗斯旅游，探访心中的圣地，成了出国游的首俄罗斯旅游，探访心中的圣地，成了出国游的首
选。因此，我把这次俄罗斯游定位为朝圣之旅！选。因此，我把这次俄罗斯游定位为朝圣之旅！



下面按日程游览顺序分三部分：下面按日程游览顺序分三部分：

一、南京一、南京--北京北京--莫斯科莫斯科

二、莫斯科游览二、莫斯科游览
三、圣彼得堡游览三、圣彼得堡游览



一、南京一、南京--北京北京--莫斯科飞行记录莫斯科飞行记录

重点是北京重点是北京--莫斯科飞行空中所见莫斯科飞行空中所见



南京南京--北京北京



锐儿开车送我们到碌口机场锐儿开车送我们到碌口机场



南京禄口机场南京禄口机场



到达北京机场到达北京机场



北京北京--莫斯科莫斯科



一次追逐太阳的飞行一次追逐太阳的飞行
飞机从北京出发，经乌兰巴托飞机从北京出发，经乌兰巴托--新西伯利亚新西伯利亚--鄂木鄂木
斯克斯克--喀山喀山--叶卡捷琳堡而到达莫斯科，全程叶卡捷琳堡而到达莫斯科，全程61486148
公里，飞行七小时。北京起飞是公里，飞行七小时。北京起飞是1414：：0000，到莫斯，到莫斯
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是1818：：0606（当地时间），在七（当地时间），在七

小时飞行中把时间丢失了三小时！小时飞行中把时间丢失了三小时！



在北京机场上飞机在北京机场上飞机



1414：：0000飞机起飞，宽体机仓一瞥飞机起飞，宽体机仓一瞥



蒙古沙漠蒙古沙漠















新西伯利亚境内新西伯利亚境内







































当地时间当地时间1818：：0606到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到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排队通关入境排队通关入境





因斯诺登事件而闻名世界的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因斯诺登事件而闻名世界的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二、莫斯科游览二、莫斯科游览



一、莫斯科街市掠影一、莫斯科街市掠影



















二、莫斯科大学二、莫斯科大学



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简称莫大）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简称莫大）是
俄罗斯最大的教学、科研、学术、文化中俄罗斯最大的教学、科研、学术、文化中

心。老校舍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近旁，心。老校舍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近旁，
新校舍坐落在新校舍坐落在列宁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成立至山上。莫斯科大学成立至
今已有今已有250250多年的历史，多年的历史，19981998年排名世界第年排名世界第77
位。至今已有位。至今已有1313名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其名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其

中物理中物理77个，化学个，化学11个，文学个，文学33个，和平个，和平22
个），全校有个），全校有44，，300300名教授和教师，名教授和教师，44，，800800名名
研究员，其中研究员，其中77，，800800人拥有博士学位，有人拥有博士学位，有167167

人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人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三、在列宁山观景台上三、在列宁山观景台上
俯瞰莫斯科俯瞰莫斯科



““列宁山列宁山””只是高出只是高出6060米的平台，背后是莫斯科市。米的平台，背后是莫斯科市。



俄罗斯外交部大楼（远处），俄罗斯外交部大楼（远处），19841984奥运会体育场（近处）奥运会体育场（近处）



新崛起的高楼群新崛起的高楼群



四、和平纪念碑四、和平纪念碑



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
和平纪念碑，高和平纪念碑，高161.8161.8米，象米，象

征卫国战争征卫国战争16181618天！天！



和平纪念碑园内雕塑和平纪念碑园内雕塑



和平纪念碑护壁和平纪念碑护壁



和平纪念碑上的浮雕和平纪念碑上的浮雕



五、俄罗斯的精神中心五、俄罗斯的精神中心——红场红场

及其周围建筑群及其周围建筑群



红场在十五世纪就已出现，面积红场在十五世纪就已出现，面积
9.19.1万平方米，地面全部由条石铺万平方米，地面全部由条石铺

成，古老而神圣。成，古老而神圣。



我们的南京团队我们的南京团队



历史博物馆前朱可夫元帅骑马雕像历史博物馆前朱可夫元帅骑马雕像



进入这个门就是红场进入这个门就是红场



进入这个门就是红场进入这个门就是红场



红场内小景红场内小景



红场北侧是世界著名的古姆百货商店红场北侧是世界著名的古姆百货商店





红场列宁墓，右侧是检阅台，阅兵仪式在这里举行。红场列宁墓，右侧是检阅台，阅兵仪式在这里举行。



中午中午1212点整，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响了，清澈而洪亮。点整，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响了，清澈而洪亮。



中午中午1212点整，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响了，清澈而洪亮。点整，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响了，清澈而洪亮。



瓦西里大教堂瓦西里大教堂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墓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墓



红场只有红场只有9.19.1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无名烈士墓无名烈士墓



无名烈士墓卫兵无名烈士墓卫兵



六、参观克里姆林宫六、参观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世界闻名的建筑群，享有世界闻名的建筑群，享有““世界世界
第八奇景第八奇景""的美誉，是旅游者必到之处。克里的美誉，是旅游者必到之处。克里
姆林宫坐落于姆林宫坐落于8787莫斯科市中心的莫斯科湖北莫斯科市中心的莫斯科湖北
岸，主体建筑建于岸，主体建筑建于1414世纪，曾是俄国沙皇的皇世纪，曾是俄国沙皇的皇

宫，苏联时期为全国党政机关驻地，现在是俄宫，苏联时期为全国党政机关驻地，现在是俄
罗斯总统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地点。克里姆罗斯总统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地点。克里姆
林宫南临莫斯科河，西北依亚历山德罗夫花林宫南临莫斯科河，西北依亚历山德罗夫花
园，东临红场，面积园，东临红场，面积27.527.5万平方米。宫墙总体万平方米。宫墙总体
呈三角形，长约呈三角形，长约23002300余米，沿墙耸立着余米，沿墙耸立着2020余座余座

精美的塔楼。精美的塔楼。



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围墙残段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围墙残段



游人排队等候进去参观游人排队等候进去参观



趁排队等候之机，以克里姆林宫为背景拍照留念。趁排队等候之机，以克里姆林宫为背景拍照留念。



从前面那个塔楼红门进入就是克里姆林宫从前面那个塔楼红门进入就是克里姆林宫



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办公楼普京的办公楼



只顾参观不管走路只顾参观不管走路



二战时保卫克里姆林宫的火炮二战时保卫克里姆林宫的火炮



二战时铸就的大炮王二战时铸就的大炮王 !  !  据说从来都没有打过炮据说从来都没有打过炮..



大钟王，铸于大钟王，铸于17331733～～17351735年，重年，重200200余吨。高余吨。高6.146.14米，径米，径6.66.6米。米。



大钟断块大钟断块,,最厚处最厚处0.70.7米米!!



克里姆林宫内有三座教堂克里姆林宫内有三座教堂,,此为伊凡雷帝教堂此为伊凡雷帝教堂



东正教的圣母升天教堂东正教的圣母升天教堂,,
庄严肃穆庄严肃穆,,只能参观只能参观,,不许不许

拍照拍照!!



克里姆林宫内的克里姆林宫内的

第三座教堂：大天使教堂第三座教堂：大天使教堂





塔楼塔楼



七、落日下的红场美景七、落日下的红场美景



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米宁和波扎尔斯基

雕像雕像















八、苏联时期的八、苏联时期的
国民经济建设成就展览馆国民经济建设成就展览馆



展览馆边上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这是厂徽标展览馆边上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这是厂徽标



国民经济建设成就展览馆大门国民经济建设成就展览馆大门



主展览馆主展览馆





十五个金人喷泉十五个金人喷泉--展览馆室外景点展览馆室外景点





九、俄罗斯外交部大楼九、俄罗斯外交部大楼



俄罗斯外交部大楼远眺俄罗斯外交部大楼远眺



俄罗斯外交部大楼近观俄罗斯外交部大楼近观



十、阿尔巴特街十、阿尔巴特街



充满俄罗斯民族人文精神和浓厚文化充满俄罗斯民族人文精神和浓厚文化
气息的阿尔巴特大街，是外国人必游气息的阿尔巴特大街，是外国人必游
之地。托尔斯泰，加加林，亚历山之地。托尔斯泰，加加林，亚历山
大，普希金等都曾落户这里。苏联作大，普希金等都曾落户这里。苏联作
家阿纳托利家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的一雷巴科夫的一

部小说部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更使更使
阿尔巴特街名声大振。阿尔巴特街名声大振。



普希金和妻子娜塔普希金和妻子娜塔
莉娅铜像莉娅铜像



普希金从普希金从18301830年起居住在阿尔巴特街年起居住在阿尔巴特街5353号，这是他的故居。号，这是他的故居。











苔丽在旧书摊掏到俄文版苔丽在旧书摊掏到俄文版《《普希金诗集普希金诗集》》((莫斯科莫斯科,1978.),1978.)



众多油画摊是阿尔巴特街的特色众多油画摊是阿尔巴特街的特色



阿尔巴特街头雕塑阿尔巴特街头雕塑



极为稀罕见到的骑自行车人极为稀罕见到的骑自行车人



咖啡店咖啡店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书中描写的两层楼书中描写的两层楼



读过读过《《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苔丽深情地在两层楼街道前留影的苔丽深情地在两层楼街道前留影







莫斯科莫斯科≒≒圣彼得堡火车圣彼得堡火车
沿途掠影沿途掠影



莫斯科火车站莫斯科火车站



莫斯科近郊莫斯科近郊



莫斯科远郊莫斯科远郊



白桦林之晨白桦林之晨



乡间麦儿黄了乡间麦儿黄了



电网化的俄罗斯电网化的俄罗斯



俄罗斯村庄风情俄罗斯村庄风情





松树林之晨松树林之晨



俄罗斯村庄风情俄罗斯村庄风情



水塘与麦田水塘与麦田





圣彼得堡火车站大厅的彼得大帝像圣彼得堡火车站大厅的彼得大帝像



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圣彼得堡火车站廊厅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圣彼得堡火车站廊厅



圣彼得堡火车站广场上的方尖碑圣彼得堡火车站广场上的方尖碑



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圣彼得堡火车站（侧面）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圣彼得堡火车站（侧面）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圣彼得堡游览圣彼得堡游览



一、伊萨基辅大教堂一、伊萨基辅大教堂



伊萨基辅大教堂，坐落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伊萨基辅大教堂，坐落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
区，与梵蒂冈的区，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伦敦的、伦敦的圣保圣保
罗大教堂罗大教堂和佛罗伦萨的和佛罗伦萨的花之圣母大教堂花之圣母大教堂并称并称
为世界四大教堂。伊萨基辅大教堂造型雄伟为世界四大教堂。伊萨基辅大教堂造型雄伟
壮观，被视为俄罗斯晚期壮观，被视为俄罗斯晚期古典主义建筑古典主义建筑的精的精
华。伊萨基辅大教堂由法国华。伊萨基辅大教堂由法国3333岁蒙弗朗担任岁蒙弗朗担任
设计师，设计师，1818 1818 年破土动工，年破土动工，1858 1858 年竣工，前年竣工，前
后共有后共有44 44 万民工干了整整万民工干了整整40 40 年。教堂竣工年。教堂竣工

后，它的设计者蒙弗朗也与世长辞了。后，它的设计者蒙弗朗也与世长辞了。



伊萨基辅大教堂远眺伊萨基辅大教堂远眺



伊萨基辅大教堂近观（右角楼在维修）伊萨基辅大教堂近观（右角楼在维修）



二、叶卡捷琳娜宫二、叶卡捷琳娜宫



叶卡捷琳娜宫又称皇村，是叶卡捷琳二世叶卡捷琳娜宫又称皇村，是叶卡捷琳二世
女皇修建的。位于圣彼得堡南郊女皇修建的。位于圣彼得堡南郊2424千米千米
处。处。 17171717年动工修建，年动工修建，17241724年年1616间正房的间正房的
两层豪宅及周围花园竣工启用。两层豪宅及周围花园竣工启用。 17411741年，年，

彼得大帝之女伊丽莎白登上皇位后，授权彼得大帝之女伊丽莎白登上皇位后，授权
彼得堡最优秀的建筑师对庄园进行扩建，彼得堡最优秀的建筑师对庄园进行扩建，
使宫殿焕然一新。使宫殿焕然一新。19901990年被列入联合国世年被列入联合国世

界遗产名录。界遗产名录。



叶卡捷琳娜宫大门叶卡捷琳娜宫大门



叶卡捷琳娜宫，长叶卡捷琳娜宫，长306306米。米。



宫墙上的雕塑宫墙上的雕塑
（放大，注意无（放大，注意无
面部刻画）面部刻画）





大理石楼梯栏杆柱与壁灯装饰造型大理石楼梯栏杆柱与壁灯装饰造型



墙壁上精美的雕塑装饰（下同）墙壁上精美的雕塑装饰（下同）











供社交跳舞的金色大厅，富丽堂皇，雄伟大气，叹为观止！供社交跳舞的金色大厅，富丽堂皇，雄伟大气，叹为观止！









叶卡捷琳娜宫花园叶卡捷琳娜宫花园



叶卡捷琳娜宫外花园叶卡捷琳娜宫外花园





叶卡捷琳娜宫外花园叶卡捷琳娜宫外花园





游人在游人在‘’‘’皇村皇村‘’‘’内漫步内漫步



叶卡捷琳娜叶卡捷琳娜宫内的宫内的

琥珀宫琥珀宫



琥珀宫的历史琥珀宫的历史
琥珀宫最早是琥珀宫最早是德国德国人的财宝，是为庆祝人的财宝，是为庆祝弗里德里希一世弗里德里希一世获得国王称号而获得国王称号而
在柏林王宫中开始建筑的。从在柏林王宫中开始建筑的。从17011701年到年到17111711年各国工匠用了年各国工匠用了1010多年时间完多年时间完

成了这一富丽堂皇的浩大工程。成了这一富丽堂皇的浩大工程。““琥珀宫琥珀宫””面积约面积约5555平方米，共有平方米，共有1212块护块护
壁镶板和壁镶板和1212个柱脚，全都由当时比个柱脚，全都由当时比黄金黄金还贵还贵1212倍的琥珀制成，倍的琥珀制成，““琥珀宫琥珀宫””
同时还饰以同时还饰以钻石钻石、、宝石宝石、、黄金黄金和和银箔银箔，这些琥珀、黄金和宝石的总数量，这些琥珀、黄金和宝石的总数量
高达高达1010万片，总重量超过万片，总重量超过66吨，建成后的吨，建成后的““琥珀宫琥珀宫””被誉为是被誉为是““世界第八大世界第八大
奇迹奇迹””。。17161716年年俄国俄国沙皇沙皇彼得大帝彼得大帝亲自来柏林访问，两国国王相见恨晚，亲自来柏林访问，两国国王相见恨晚，

结下深厚友谊。普鲁士国王为了与结下深厚友谊。普鲁士国王为了与俄罗斯帝国俄罗斯帝国结盟，毫不犹豫地将琥珀结盟，毫不犹豫地将琥珀
宫送给宫送给彼得大帝彼得大帝。从此这座价值连城的琥珀宫便成了。从此这座价值连城的琥珀宫便成了俄国俄国沙皇的宝物。沙皇的宝物。
17171717年，年，““琥珀宫琥珀宫””被从现今的被从现今的德国德国运到运到圣彼得堡圣彼得堡的凯瑟琳宫。的凯瑟琳宫。19411941年，年，纳纳

粹德国粹德国入侵入侵苏联苏联，当时，当时列宁格勒列宁格勒郊外凯瑟琳宫的工作人员试图用薄纱和郊外凯瑟琳宫的工作人员试图用薄纱和
假墙纸将假墙纸将““琥珀宫琥珀宫””给遮盖起来，希望能使它逃过纳粹的魔爪。然而给遮盖起来，希望能使它逃过纳粹的魔爪。然而纳粹纳粹
士兵很快就发现了破绽，他们将士兵很快就发现了破绽，他们将““琥珀宫琥珀宫””拆卸下来，装满拆卸下来，装满2727个箱子运回个箱子运回

了了德国德国的柯的柯尼斯尼斯堡。二战末期，据说堡。二战末期，据说““琥珀宫琥珀宫””被炮火夷为平地。被炮火夷为平地。

20022002年，俄罗斯在年，俄罗斯在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宫内用与原宫内用与原

建筑同等多的材料重建了琥珀宫，对外开放参观。建筑同等多的材料重建了琥珀宫，对外开放参观。



全部由琥珀装饰起来的琥珀宫全部由琥珀装饰起来的琥珀宫11



由琥珀装饰起来由琥珀装饰起来
的琥珀宫的琥珀宫22



全部由琥珀装饰起来的琥珀宫全部由琥珀装饰起来的琥珀宫33



全部由琥珀装饰起来的琥珀宫全部由琥珀装饰起来的琥珀宫44



三、夏三、夏 宫宫



彼得大帝夏宫，又称俄罗斯夏宫、彼德宫。彼得大帝夏宫，又称俄罗斯夏宫、彼德宫。
它位于芬兰湾南岸的森林中，它距它位于芬兰湾南岸的森林中，它距圣彼得堡圣彼得堡
市约市约3030公里，占地近千公顷，由瑞士人多梅公里，占地近千公顷，由瑞士人多梅

尼克尼克··特列吉尼设计，是历代俄国沙皇的郊外特列吉尼设计，是历代俄国沙皇的郊外

离宫，也是离宫，也是圣彼得堡圣彼得堡的早期建筑，由美丽的的早期建筑，由美丽的
喷泉、公园、宫殿组成，由喷泉、公园、宫殿组成，由6464个喷泉和个喷泉和250250多多
尊金铜像组成的梯级大瀑布。第二次世界大尊金铜像组成的梯级大瀑布。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遭到德国军队的破坏，后经修复。被战中，遭到德国军队的破坏，后经修复。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



夏宫侧面外观夏宫侧面外观





夏宫正面观夏宫正面观



夏宫背侧观夏宫背侧观



排队参观排队参观



夏宫上花园夏宫上花园



夏宫下花园夏宫下花园



夏宫下花园夏宫下花园



夏宫下花园夏宫下花园



夏宫下花园夏宫下花园



夏宫下花园夏宫下花园



夏宫下花园游人络绎夏宫下花园游人络绎



下花园觅奇下花园觅奇11



下花园觅奇下花园觅奇22



下花园觅奇下花园觅奇33



下花园觅奇下花园觅奇44



下花园觅奇下花园觅奇55



夏宫下花园直达芬兰湾海岸夏宫下花园直达芬兰湾海岸



在芬兰湾在芬兰湾

岸边留影岸边留影



四、彼得堡罗要塞四、彼得堡罗要塞



彼得堡罗要塞坐落在圣彼得堡市中心涅瓦河右岸，彼得堡罗要塞坐落在圣彼得堡市中心涅瓦河右岸，
是圣彼得堡著名的古建筑。要塞是圣彼得堡著名的古建筑。要塞17031703年年55月月2727日由彼日由彼
得大帝在兔子岛上奠基，它与圣彼得堡同龄。得大帝在兔子岛上奠基，它与圣彼得堡同龄。17061706
年，为使要塞得到进一步加固，开始修筑石墙。古年，为使要塞得到进一步加固，开始修筑石墙。古
堡呈六棱体，墙高堡呈六棱体，墙高1212米，厚米，厚 2.42.4--44米，沿涅瓦河一面米，沿涅瓦河一面

长长700700米。作为米。作为““要塞要塞””它并未取得实际效果，反而成它并未取得实际效果，反而成

为收监政治犯的监狱，拉吉舍夫、车尔尼雪夫斯为收监政治犯的监狱，拉吉舍夫、车尔尼雪夫斯
基、高尔基等等都曾囚禁于此。基、高尔基等等都曾囚禁于此。18871887年，列宁的哥年，列宁的哥
哥亚哥亚••乌里扬诺夫在要塞中被杀害。乌里扬诺夫在要塞中被杀害。

要塞中有彼得堡罗大教堂、钟楼、圣彼得门、彼得要塞中有彼得堡罗大教堂、钟楼、圣彼得门、彼得
大帝的船屋、造币厂、兵工厂、克龙维尔克炮楼、大帝的船屋、造币厂、兵工厂、克龙维尔克炮楼、
十二月革命党人纪念碑等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十二月革命党人纪念碑等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

是彼得堡罗大教堂。今天，这里已是一座博物馆。是彼得堡罗大教堂。今天，这里已是一座博物馆。







彼得堡罗彼得堡罗

大教堂大教堂







断头台断头台





圣彼得门圣彼得门



要塞码头要塞码头





要塞古堡外形要塞古堡外形





要塞古堡围墙要塞古堡围墙



五、滴血大教堂五、滴血大教堂



18811881年年33月月11日，日，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二世乘着马车准备去签署法乘着马车准备去签署法

令，宣布改组国家委员会，启动俄罗斯君主立宪的令，宣布改组国家委员会，启动俄罗斯君主立宪的
政改进程。当他的马车经过格里博耶多夫运河河堤政改进程。当他的马车经过格里博耶多夫运河河堤
时，遭遇时，遭遇““民意党民意党””极端分子的暗杀。刺客投掷的第极端分子的暗杀。刺客投掷的第

一枚炸弹炸伤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卫兵和车夫，亚历一枚炸弹炸伤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卫兵和车夫，亚历
山大二世不顾左右劝阻，执意下车查看卫兵伤势，山大二世不顾左右劝阻，执意下车查看卫兵伤势，
结果刺客投掷的第二枚炸弹在他脚下爆炸，亚历山结果刺客投掷的第二枚炸弹在他脚下爆炸，亚历山
大二世双腿被炸断，被送回到冬宫几小时后因医治大二世双腿被炸断，被送回到冬宫几小时后因医治
无效而死亡。无效而死亡。
18831883年，亚历山大二世之子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年，亚历山大二世之子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
纪念父皇，在其父遇刺地点修建这座教堂。纪念父皇，在其父遇刺地点修建这座教堂。19071907
年，教堂主体建造完成，以莫斯科红场上的圣瓦西年，教堂主体建造完成，以莫斯科红场上的圣瓦西

里大教堂为蓝本，外观娇艳秀丽。里大教堂为蓝本，外观娇艳秀丽。







六、青铜骑士像六、青铜骑士像



在伊萨基辅大教堂与涅瓦河之间，有在伊萨基辅大教堂与涅瓦河之间，有““十十
二月党人二月党人””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彼得大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彼得大

帝的纪念碑帝的纪念碑—— ““青铜骑士青铜骑士””雕像。高雕像。高55
米，重米，重2020吨。彼得大帝骑在腾越的骏马吨。彼得大帝骑在腾越的骏马

上，神情坚定。马后蹄踩着一条毒蛇，上，神情坚定。马后蹄踩着一条毒蛇，
象征打败了敌人。普希金在自己的一篇象征打败了敌人。普希金在自己的一篇
叙事诗中将这座纪念碑称为叙事诗中将这座纪念碑称为““青铜骑青铜骑

士士””，从此以后，，从此以后，““青铜骑士青铜骑士””就成了彼得就成了彼得

大帝纪念碑的代名词。大帝纪念碑的代名词。











七、普希金广场七、普希金广场



圣彼得堡涅瓦大街附近的艺术广场，是中央圣彼得堡涅瓦大街附近的艺术广场，是中央
建有诗人建有诗人普希金普希金塑像的一座广场，我把它叫塑像的一座广场，我把它叫
做普希金广场。源于由意大利建筑师罗西设做普希金广场。源于由意大利建筑师罗西设
计的古典式建筑风格。自苏联解体后，短暂计的古典式建筑风格。自苏联解体后，短暂
时间内该广场返回到沙俄时代的旧名，称米时间内该广场返回到沙俄时代的旧名，称米

哈伊洛夫广场，如今又被称为艺术广场哈伊洛夫广场，如今又被称为艺术广场。。



普希金广场上游人如织普希金广场上游人如织



普希金广场普希金广场
普希金铜像普希金铜像



普希金广场上的鸽子和麻雀普希金广场上的鸽子和麻雀



八、冬八、冬 宫宫



冬宫冬宫((俄文：俄文：ЭрмитажЭрмитаж))音译音译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坐落。坐落

在在圣彼得堡宫殿广场圣彼得堡宫殿广场上，为上，为俄国沙皇俄国沙皇的皇宫，的皇宫，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为后为
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奇博物馆的一部分。它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奇博物馆的一部分。它是1818世纪中叶世纪中叶

俄国巴罗克式建筑的杰出典范，艾尔米塔什与俄国巴罗克式建筑的杰出典范，艾尔米塔什与伦敦伦敦的的大英博大英博
物馆物馆、、巴黎巴黎的的卢浮宫卢浮宫、纽约的、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起，称为一起，称为
世界世界四大博物馆。最早是四大博物馆。最早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私人博物女皇的私人博物

馆。馆。
初建于初建于17541754--17621762年，年，18371837年被大火焚毁，年被大火焚毁，18381838--18391839年重建。年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遭到破坏，战后修复。这是一座三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遭到破坏，战后修复。这是一座三层
楼房，长约楼房，长约280280米，宽米，宽140140米，高米，高2222米，呈封闭式长方形，占米，呈封闭式长方形，占
地地9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4.64.6万平方米。冬宫共有万平方米。冬宫共有10571057个个
房间，房间，117117个阶梯，个阶梯，18861886扇门，扇门，19451945个窗户，飞檐总长近个窗户，飞檐总长近22公公
里。冬宫的四面各具特色，内部设计和装饰风格严格统一。里。冬宫的四面各具特色，内部设计和装饰风格严格统一。

冬宫冬宫博物馆博物馆馆藏各种艺术品文物馆藏各种艺术品文物7272万件。万件。



从侧门排队进馆参观从侧门排队进馆参观





各种精美的雕塑无各种精美的雕塑无
以计数以计数







吊灯一吨重吊灯一吨重



无以计数的无以计数的
名家油画名家油画















沙皇宝座沙皇宝座



精美的雕刻精美的雕刻
无以计数无以计数





















由整块巨大孔由整块巨大孔
雀石雕成的宝雀石雕成的宝
物是冬宫藏品物是冬宫藏品
一大特色一大特色









达芬奇油画达芬奇油画11

《《圣母与圣婴圣母与圣婴》》

目前全世界只有十幅目前全世界只有十幅
冬宫就有两幅冬宫就有两幅



达芬奇油画达芬奇油画22
《《圣母丽达圣母丽达》》



















又一个巨大的孔雀石杯又一个巨大的孔雀石杯











用西伯利亚整块玉制作的大圆桌用西伯利亚整块玉制作的大圆桌













埃及文物埃及文物



埃及文物埃及文物



埃及文物埃及文物



埃及文物埃及文物



埃及文物埃及文物



冬宫广场冬宫广场



冬宫广场冬宫广场





冬宫对面是海军总部大厦冬宫对面是海军总部大厦



补遺补遺



凌晨，眉月西沉圣彼得堡凌晨，眉月西沉圣彼得堡



人间灯火对弯月人间灯火对弯月



圣彼得堡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场之夜圣彼得堡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场之夜



青少年活动中心饭店二楼餐厅窗外美景青少年活动中心饭店二楼餐厅窗外美景



新建大桥的结构艺术新建大桥的结构艺术



圣彼得堡街头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圣彼得堡街头的巴洛克风格建筑



圣彼得堡教堂多圣彼得堡教堂多



圣彼得堡的有轨电车圣彼得堡的有轨电车



上海建工集团在圣彼得堡房地产开发的楼区上海建工集团在圣彼得堡房地产开发的楼区11



上海建工集团在圣彼得堡房地产开发的楼区上海建工集团在圣彼得堡房地产开发的楼区22



上海建工集团在圣彼得堡房地产开发的楼区上海建工集团在圣彼得堡房地产开发的楼区33



金苹果大楼金苹果大楼——上海建工集团圣彼得堡办公楼上海建工集团圣彼得堡办公楼



圣彼得堡的中国餐厅圣彼得堡的中国餐厅



圣彼得堡火车站附近的琳达超市圣彼得堡火车站附近的琳达超市



深夜去圣彼得堡火车站准备返回莫斯科深夜去圣彼得堡火车站准备返回莫斯科



进站上车进站上车



回国回国



俄罗斯旅行结束了，我们又来到谢列梅捷沃机场俄罗斯旅行结束了，我们又来到谢列梅捷沃机场



在机场候机在机场候机



黄昏时分，当地时间黄昏时分，当地时间88：：3030飞机由莫斯科机场起飞飞机由莫斯科机场起飞



由莫斯科由莫斯科--北京，是一次背着太阳运行方向的飞行北京，是一次背着太阳运行方向的飞行



距离北京还有两小时，凌晨距离北京还有两小时，凌晨55：：2323，东方红了！，东方红了！



55：：3030的天色的天色



55：：3030天地景色天地景色



55：：5353的天色的天色



55：：5454的天色的天色



77：：2020看到祖国了！看到祖国了！



77：：3838飞机降低高度飞机降低高度 准备降落，地面更清晰了。准备降落，地面更清晰了。



88：：0303我们走出机舱，完成俄罗斯七日的朝圣之旅！我们走出机舱，完成俄罗斯七日的朝圣之旅！



游后感游后感
俄罗斯不愧是伟大的民族，有灿烂的历史俄罗斯不愧是伟大的民族，有灿烂的历史
文化和艺术，几天游览，走马观花，急促文化和艺术，几天游览，走马观花，急促
匆匆，仅能及其表象，感性认识而已。匆匆，仅能及其表象，感性认识而已。
回来后从网上搜索，才有了理性了解，因回来后从网上搜索，才有了理性了解，因
而才有可能初步完成此片制作，草草也。而才有可能初步完成此片制作，草草也。

戴云山人记戴云山人记
20132013--88--1515



谢谢欣赏！谢谢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