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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罗的海周边国
家之间旅行

夏季
六月至八月

波罗的海国家

塔林的历史魅力一直使众多游客沉醉。塔林的中心是一
座中世纪古城，四处遍布着鹅卵石街道，以及13世纪到
15世纪间拔地而起的石屋、教堂和广场。塔林是中世纪
萨满同盟时期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个城市的其他地区显
示着不同的时代，从浪漫主义沙皇时期的叶卡捷琳娜公
园，到20世纪早期难忘的卡拉玛哈木屋区。

在塔林必看与必做之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塔林
的老城列入了世界遗产名
录，称其为“非常完整且
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北欧贸
易城市”。

该海港以其一个世纪以前
建造的风格特殊的水上飞
机库而闻名。如今该飞机
库已经成了一座超现代海

事军事博物馆。

1700年代早期，俄国沙皇
彼得大帝征服波罗的海诸
国之后，建立了一座十分
优雅的开放性公园—卡德
里奥尔格公园，又名叶卡
捷琳娜公园。

这里拥有欧洲最洁净的空
气，超过40座的公园，长

达260千米的自行车道以及
三片认证过的蓝旗海滩。
这一切为休闲娱乐提供了

十分多样化的选择。

塔林的民俗传统与当代居
民完好共存。你可以在这
里发现不少由传统工艺制
作而成的绝妙画作。

寻找更多  www.visittallinn.ee

309 千米

塔林 里加 维尔纽斯

x 15/白天
~4 小时 30 分钟 294 千米

x 20/白天
~4 小时

50 分钟

1小时 20 分钟

50 分钟

Valga~1 小时 ~3 小时Tartu~2 小时

塔林

里加是拉脱维亚的首都，也是波罗的海诸国最大的城
市。里加以其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和令人惊叹的历史遗
产的和谐共存而引以为傲。里加古城鹅卵石街道上的每
一步都彰显着这个城市长达八个世纪的历史。里加足够
大，大到让你狂喜不已，同时它也足够小，小到让你感
觉在家。希望你能享受在这里的时光！

在里加必看与必做之事

你可以在里加那布满中世
纪建筑风格的建筑群和充
满活力的娱乐景点感受整
座里加老城的心跳和节
奏。

独一无二的特殊新艺术派
珍宝会使你眼前一亮。里
加被誉为欧洲新艺术派建

筑之都。

齐柏林式建筑的飞机库里
有着喧闹繁华的里加中心
市场，这是欧洲最大的市
场之一，你可以在此品尝
到拉脱维亚的烹饪美食。

拉脱维亚国际艺术博物馆
坐落于一座十分壮丽宏伟
的建筑物中，这里有着这
个民族和地区人民最为欣

赏和骄傲的艺术大作。

在拉脱维亚民族史露天博
物馆里，人们可以看到典
型的古代拉脱维亚各个地
区的农场和住所，并且学
习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
传统习俗。

寻找更多  www.liveriga.com

维尔纽斯拥有许多不同的面孔：其迷宫般的古镇、井然
有序的商业社区、优雅的城市中心、露天广场和公园和
充满历史气息的郊区。这些面孔协调组成了天衣无缝的
整体。无论你从哪一方面欣赏这个城市，你都会感觉它
就是你要的模样，因此这个城市的魅力就在于整体的和
谐感。来维尔纽斯找到你的灵感，你将会爱上这座处于
欧洲中心的城市。

在维尔纽斯必看和必做之事

维尔纽斯古镇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UNESCO）评
选为欧洲大陆上最美丽的
城市之一。同时它也是中
欧和东欧地区最大的巴洛
克式风格古镇。

在此参观16世纪宏伟壮丽
的维尔纽斯大学城，并且
可以享受从古镇最高的建
筑---圣约翰教堂钟楼向下

俯瞰的风景。

格季米纳斯山是享受这座
城市美妙之处的完美地
点。在那登上14世纪的城
堡高塔，就可以领略那令
人惊叹的城市全景。

充满时尚气息的Užupis地
区，其自称为独立的共和
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艺
术精神并常常被称为纽尔

维斯的“蒙马特”。

来这里欣赏令人惊讶的欧
洲公园---露天当代美术
馆，美术馆的建立便是为
了标记欧洲的地理中心。

寻找更多  www.vilnius-tourism.lt

维尔纽斯里加

旅游地图

2.8 百万 

1.9 百万

1.3 百万

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通常被称为波罗的
海诸国。

Ð它们位于波罗的海东海岸的北欧地区。

Ð若将波罗的海国家总体面积乘以2，所得面积相当
于一个德国的占地面积

Ð这三个国家都是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Ð三个国家首都的历史中心都是联合国教科组织评
选的风景文化遗产

Ð波罗的海国家中的12个城市曾经属于汉萨同盟
（中世纪时期贸易联盟）

Ð波罗的海大道是一条通向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
路

欢迎来到波兰的海国家

你需要知道关于波罗的海国家
的事宜

C 立陶宛旅游局/立陶宛集团，拉脱维亚贸易发展代理处，
国家经济部下属爱沙尼亚旅游部门，2017

冬季
十二月至次年二月

春季
三月至五月

秋季
九月至十一月

波罗的海诸国 欧盟/申根区

爱沙尼亚大使馆 拉脱维亚驻华大使馆 立陶宛使馆

www.peking.vm.ee www.mfa.gov.lv/cn www.cn.mfa.lt

 65 300 平方公里

 64 589 平方公里

 47 227 平方公里

10%小费

普遍可用

www.weather.ee
www.meteo.lv
www.meteo.lt

免税店购物
www.globalblue.com

平时+2h
三月下旬-十月下旬+3h

普遍可用

www.balticmaps.eu
www.balticroads.net

成千上万免费公共热
点

220瓦交流电，
50赫兹双头插座

+372 爱沙尼亚
+371 拉脱维亚
+370 立陶宛

1188 - 爱沙尼亚
1188 - 拉脱维亚
118 - 立陶宛

欧盟范围内紧急电话

www.visitestonia.com
www.latvia.travel
www.lithuania.travel

拉脱维亚官方语言：
拉脱维亚语

新增语

立陶宛官方语言：
立陶宛语

常用语

可用语

爱沙尼亚官方语言：
爱沙尼亚语

乡村必备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无预防接种要求

需申根签证

一月- 二月
七月-八月

www.vilnius-airport.lt

www.autobusustotis.lt

www.litrail.lt

www.riga-airport.com

www.autoosta.lv

www.pv.lv/en

www.tallinn-airport.ee

www.bussijaam.ee

www.elro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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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高速公路 主路 其他道路 距离 国际边界交汇处（申根区） 国家公园 人口 100 000 - 500 000 10 000 - 50 000

分离式行车带道路 地区道路 铁路  机场 国际边界交汇处（其它区域） 国家边界 500 000 - 1 000 000 50 000 - 100 000 < 10 000

爱沙尼亚

俄罗斯

俄罗斯

波兰

白俄罗斯

拉脱维亚

立陶宛

首都城市
1 塔林

www.visittallinn.ee
2 里加

www.liveriga.com
3 维尔纽斯

www.vilnius-tourism.lt

中世纪遗产
4 库雷萨雷主教圣堡

www.visitestonia.com
5 纳尔瓦城堡

www.visitestonia.com
6 图雷达博物馆保护区

www.turaida-muzejs.lv
7 塞希斯

www.tourism.cesis.lv
8 库尔迪加 

www.visit.kuldiga.lv
9 特拉凯半岛城堡 

www.trakai-visit.lt
10 Perkūnas之家

www.perkunonamas.lt
11 考纳斯城堡 

www.kaunomuziejus.lt

沙滩&浴场
12 帕奴镇

www.visitparnu.com
13 哈普沙卢

www.visithaapsalu.com
14 库雷萨雷镇

www.visitsaaremaa.ee
15 尤尔马拉海边度假区

www.visitjurmala.lv
16 利耶帕亚

www.liepaja.travel
17 文茨皮尔斯

www.visitventspils.com
18 绍尔克拉斯蒂镇

www.visitsaulkrasti.lv
19 内林加镇

www.visitneringa.com
20 帕兰加海岸度假区

www.palangatic.lt
21 德拉肯恩凯度假区

info.druskininkai.lt
22 比尔什托纳斯镇

www.visitbirstonas.lt

自然
23 拉赫马国家公园

www.visitestonia.com
24 索玛国家公园

www.visitestonia.com
25 萨拉马岛

www.visitsaaremaa.ee
26 皋加国家公园

www.entergauja.com
27 Abava山谷

www.visitkandava.lv
28 库尔斯沙嘴国家公园

www.nerija.lt
29 考纳斯水库公园

www.kaunomarios.lt
30 阿尼克什奇艾树冠步道

www.infoanyksciai.lt

文化&传统
31 塔尔图

www.visittartu.com
32 基努岛

www.visitestonia.com
33 Setomaa

www.visitestonia.com
34 奇幻博物馆

www.minhauzens.lv
35 丽芙海岸

www.kolkasrags.lv

著名宫殿
36 爱沙尼亚庄园

www.visitestonia.com
37 伦达尔宫

www.rundale.net
38 Tižkevižiai宫殿

www.pgm.lt

顶级旅游景点

波罗的海国家驾驶注意事项

接受国际驾驶执照

 

塔林 www.parkimine.ee
里加 www.rigassatiksme.lv, www.europark.lv
维尔纽斯 www.parking.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