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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 法 琐 纪 

—— 巴黎 PARIS 2012/4/1 至 4/8（参加第 27 届 CAC/CCGP 会议） 

3 月 31 日清晨，从青岛乘机到北京。早春的北京，有些冷寂，行人较少，但天比青岛

蓝。省银子做地铁，从三元桥口钻出，遇到的哥有拒载的嫌疑（我没有上车就问我到哪去），

话不投机，下车时，可能把我当贪官了，丢给我一句话“都是你们逼的”，看起来很牛，很

愤怒。我三年多没有进京了，世态炎凉，只有自身才体会的深切。忽然间感到一切都变了，

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铜臭味。世界上一个不为钱的民族是没有的，“一个只为了钱的民族是

没有希望的”。4 月 1 日约 9 点半，从中欧宾馆出来原本计划打的，由于时间充裕，加之对

京的哥印象欠佳，同时省银子，拉着大包到亮马河乘地铁，只花 27 元人民币就到 T3 航站

楼。大额欧元到巴黎乘出租、地铁不方便，于是在 ICE 换了 100 欧元，汇率虽然高点，还

是很方便，免去了届时的尴尬。饿了在机场吃了一顿便餐花掉 85 元人民币，约 10 欧元。 

波音 777-300RE，CA933 航班，一点三十五分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直飞巴黎，比以前方

便多了，行程大约十小时二十分钟。 

本次来巴黎参会，由于农业部张处办事利落，不像以前火急火燎，这次显得十分从容。

这次后悔没有带羊绒衫，在中欧宾馆冷的够呛，披着大被改写文章。其实后来发现在大包里

还有一件带绒毛的衬衣。 

出境乘飞机及入关：在北京出境手续极其简单，时间需要提前 2 个小时左右，中国人已

经不用填写离境卡。先可自助办票或柜台办票托运行李。这次办登机牌声明要坐到挡板后，

空间大，能伸开腿（最好的位置是 47D，47F。靠窗面对空姐的位置 47A，47I 有风），小伙

子给我办在 47E，47F（靠过道）无人，幸运的坐上了仅次于公务舱的座位。再乘地铁到 E

站边检排队（约 20 分钟），再过安检就可登机了。起飞后不久就吃午餐（正餐，鸭肉饭），

这次没有享受到香水加腋臭的味道，因为前后左右没人。戴高乐机场（CDG），也不用填入

境卡了，查护照盖章，骂你一句“笨猪 Bonjour”滚进去吧。整个往返均为中文服务，如同

国内旅行一般。这次往返机票太贵了花了 13872 元人民币。如乘坐其他航班也就一万元左右。

没有办法，只能一起行动呀。 

参会和感受： 

CODEX 实质就是一个扯皮大会，绅士，讲话不能直白。即使没有达到目的，也说是一

个成功的大会（比如老美）。CODEX 实际拼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科学研究的技术

水平。除了国家、民族利益，其他都是胡扯。中国每年大约花费 500 万人民币，但目前还很

迷茫，不十分清楚利益点在哪里，以及如何去实现。中国的国际地位逐年提高还是在会议中

能感受到的。关于 CODEX，也有一些负面的议论，如没事整事养一帮人。制定那么多残留

限量，美其名曰科学，实质是为大工业利益集团服务等等。这次中国代表团有 11 人（最大

的代表团），国内领导说你们去打架呀？用日本一个代表的话说是“Big delegation”；但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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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讲在会议上发言还是“Small Voice”（总共有 3 次发言）。 

这次英语听力有些长进，法语也有了进步，除了“Bonjour”还会说“merci”，哈哈。 

法国是非常排斥英语的国度，而且对英语有一些嫉妒。所以到了巴黎开周会，有三方面

是非常折磨人的：倒时差、换伙食、老文盲。单人行还是有一些恐惧感的。 

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在巴黎是不会受到欢迎的，人家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不满。中国人喜

欢聚堆，在公共场所说话声音特别大。这次在地铁里随行的几位女士唠的特别热呼，那个中

年的可能是法国的妇女鄙视的眼神在我脑海里久久的无法忘记。我们国人为什么不能 Quiet

呢。 

住宿：这次住的旅馆名叫：ALL SEASONS，住 611 房。离会场和地铁都比较近。就是

住宿费特贵，3 星级标准，单人间大床每人 132 欧元/天。早餐费用包括在宿费里。餐厅有一

个大间，有水果沙拉；还有一小间，只有青苹果。天天都一样，除了咖啡热的，其他都是凉

的，凉的胃真受不了。这回几乎没有忘记应该带的任何东西，有些还带多了，回来时丢掉有

些可惜。带电热水壶非常值得，可以泡面。 

刚到达宾馆就出了状况，张处的大包上锁怎么也开不开了，丢人呀，残次品。那个宾馆

的姑娘找了一把锤子，怎么也砸不开，最后还是我使劲砸开了，那个小姑娘一个劲夸我“Very 

strong”。我的房卡怎么也打不开门，只好到前台重新刷卡进房休息，第二天一早就参会。 

乘地铁：巴黎的地铁非常方便，可谓四通八达。每次从地铁口出来都会发傻，走累了，

实在找不到要去的地方就去钻地铁，法国的地铁叫“METRO”，在大街上找标志○M 不是很

清楚，有红颜色的也有绿颜色字的。钻进去在地铁列车里能看到在什么地方下车可以换乘，

只要记住所去的地名就好了。发现方向错了，下来穿过通常是天桥过去重座好了。有些线路

车门是半自动的（有 6 号线、9 号线等等），由按钮或小扳手，到站自己开，弄不好吓一跳

或车开走了。买周票较合适，2007 年 16.5 欧元，这次为 30.5 欧元，票价涨得太多了。据说

这种票可以乘 RER，去凡尔赛宫。千万注意买好后留着票根，否则验票机吃掉周票就亏大

了。我这次的票就被提前一天吞掉了。 

逛街和购物：这次自己在 8 日那天逛了巴黎荣军院（军事博物馆，巴黎最漂亮的区域之

一）内有拿破仑墓，还有拿破仑二世，法国国歌马赛曲作者等，陵寝和棺椁很别致。拿破仑

的棺椁两头一样形状，搞不明白头朝何方，很郁闷，问了几个人，要么不讲英语，要么不知

道。我与一个来自新西兰的老太太搭讪，她也不知道，顺便问我参加什么会议，我告诉她，

“CODEX”，她摇了摇头。回来时又去了卢浮宫购物送人，一不小心就会买一个 Made in 

China。准备吃个午餐，但人太多，只好到我们住的宾馆附近小超市买了个热狗在外面有些

冷的长凳上座着吃掉充饥，因为房已经退了。想来好笑，西装革履的参会，小市民一样的生

活。 

第三次来巴黎已经没感觉，不像第一次来的同胞天天震撼。除了空气新鲜之外，从目前

来看许多方面和国内的大城市已经有了差距，有明显衰败的迹象。我这次来还充当了一把向

导，“三进宫”—卢浮宫。与 CCPR 主席配合的也不赖，从没有让那些女同胞提前逛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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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实现，他们提出去香榭丽舍大街，我们就告诉她们埃菲尔铁塔前的草坪广场就是香榭

丽舍大街。那天差点走到了香榭丽舍大街，我向主席使了个眼色，他心领神会，领着他们朝

着相反的方向走去。老佛爷对她们来讲是下里巴人，香榭丽舍大街的专卖店才是阳春白雪。

奢侈透顶，国内坏事干尽，怪不得见到教堂就钻进去坐下来忏悔，哈哈。 

周四下午会休，我们有 3 位去 Bercy 2 大卖场，那里有家乐福超市。我的目标是三百多

学生一人一块巧克力。去时步行，好远还要过几座立交桥，其实座 24 路公交就 4 站路，买

票后还必须打卡，否则算逃票。除了牛奶、食用油便宜外，其他的东西都比国内贵。回来时，

由于着急上车，结果坐了反方向，被张处好顿嘲笑，一个主席，一个教授，还座反了车。 

退税：在巴黎主要购物中心，大多有中文服务。在老佛爷购物一天达到 170 欧元即可退

税。如有信用卡，退 12%，回国内 2 个月后才可收到。如到机场退现金，收手续费，只退

给 10.9%。在机场办登机牌前先到海关盖章（必须要有退税单（购物商店开的）和电子客票

或行程单（ITINERARY）），然后到另一个窗口领欧元。 

 

巴黎著名景点中法对照 

la Tour Eiffel 埃菲尔铁塔               Palais de Chaillot 夏约宫 

Ecole Militaire 军校                    Maison de Balzac 巴尔扎克故居 

Statue de la Liberte 自由女神像          Hotel des Invalides 荣军院 

l’Arc de Triomple 凯旋门              pont Alexandre III 亚历山大三世桥 

l’Opera 歌剧院                      Grand Palais et Petit Palais 大宫 小宫 

les Champs Elysees 香榭丽舍             la Colonne Vendome 旺多姆圆柱 

l’Eglise de la Madeleine 玛德莲那教堂    pont des Arts 艺术桥 

Palais de lElysee 爱丽舍宫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协和广场 

Musee du Louvre 卢浮宫                Musee dOrsay 奥赛美术馆 

Montmartre: 蒙玛特                     Fontaine bleau 枫丹白露   

Sacre-Coeur 圣心教堂                   Moulin Rouge 红磨坊 

la Place des Vosges 孚日广场              Maison de Victro Hugo 雨果故居 

la Bastille 巴士底                       Hotel de ville 市政厅 

Centre Pompidou 蓬皮杜中心             pont Neuf 新桥 

Cimetiere du Pere Lachaise 拉雪兹神父公墓 la Conciergerie 监狱  

Notre Dame 圣母院                     Tour Montparnasse 蒙帕纳斯 

Tour de Notre Dame 圣母院钟楼          Sorbonne 索邦（大学） 

le Pantheon 先贤祠                     Jardin du Luxembourg 卢森堡公园 

Verseilles 凡尔赛                       la Seine 塞纳河     

College de France(又称 Institut de France) 法兰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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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详细介绍景点票价、参观时间，仅供参考： 

景点名称  景点简介  门票价格  备注说明  

巴黎卢浮宫  

卢浮宫的前身是中世纪

一座为了巩固巴黎防御

而建的碉堡。一直到了十

四世纪，当时的国王查理

五世才决定把它改造成

一座奢华的皇家宫殿。卢

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内的

地下展览厅还设有书店、

咖啡厅、餐厅以及音乐

厅。位于卢浮宫地下一层

的卡鲁塞勒商廊是一座

大型的综合购物中心。  

普通成人票价 10欧元（购

买当日使用，同票不可参

观拿破仑厅和

Eugène-Delacroix 博物

馆） 

 

成人夜间票价：6 欧元（18

点到 21 点 45） 

该票用于参观周三和周

五的夜间展览，但不可参

观拿破仑厅 

 

拿破仑厅的展览的票价：

9.5 欧元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对

公众免费，免费项目不包

括拿破仑厅的展览 

 

18-25 岁的青年人可购买

15 欧的年卡，全年有效。

学艺术的学生出示证件

可免费参观。 

 

全年每周五 18-22 点，26

周岁以下的年轻人可免

费参观卢浮宫，对于其它

人则优惠。 

 

详情请于当日向柜台咨

询。  

巴黎艾菲尔

铁塔一层  

艾菲尔铁塔的建造者艾

菲尔所属的公司曾在世

界各地建造过一百多个

著名建筑，如纽约的自由

女神像、卢浮宫天窗、巴

拿马大运河闸门以及中

国的三座桥梁。  

5 欧元  第一层离地面 91 米  

巴黎艾菲尔

铁塔二层  

7.7 欧元  第二层离地面 149 米  

巴黎艾菲尔

铁塔三层  

11 欧元  第三层离地面 310 米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座落在巴黎

塞纳河的西岱岛上。圣母

院前广场上的圆点是法

国所有公路的测量起点。  

免费   

巴黎圣母院

钟楼  

8 欧元   

凯旋门  位于巴黎戴高乐星型广

场的凯旋门是欧洲 100多

座凯旋门中最大的一座。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

的街道——香榭丽舍田

园大道的大门。  

免费   

凯旋门顶部

观景平台  

7 欧元  没有电梯，旋转楼梯上 5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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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名称  景点简介  门票价格  备注说明  

蒙马特区圣

心教堂  

圣心教堂是继艾菲尔铁

塔之后巴黎的第二个制

高点。从艾菲尔铁塔上您

看到的是辉煌的巴黎，犹

如参观中国的故宫博物

院，从这里俯视下去的巴

黎则是一个平实的巴黎，

让您有好象闲逛北京小

胡同的感觉。  

免费   

圣心教堂前

登蒙马特高

地观光索道  

1.4 欧元  可用巴黎地铁票乘索道。  

巴黎地铁 巴黎地铁一共有 366个停

靠点，292 个上下车站点，

其中 55个站点可以转车。  

单张购买 1.4 欧元/张 

一次购买 10张共 10.90欧

元。  

无论路程远近，统一使用

通票。不出站转车只使用

一张票。  

巴黎新凯旋

门  

位于巴黎拉德芳斯金融

商业区中心的新凯旋门

所处的中轴线串起了如

卢浮宫、杜丽乐花园、协

和广场，香榭丽舍、凯旋

门和圣日尔曼城堡等众

多巴黎最富有魅力的名

胜古迹。  

7.5 欧元  可乘全景观光电梯登顶，

顶楼有展厅。  

巴黎格雷万

蜡像馆  

法国巴黎格雷万蜡像馆

的蜡像的制作工艺极其

复杂，所用材料也非常珍

贵，所以每尊制成的蜡像

都价格不菲：仅一尊蜡像

的价格一般就在 4万美元

以上！所以拥有数百尊蜡

像的格雷万博物馆本身

也是身价不凡。同时，蜡

像日常和阶段性的保管、

维修费用也是很高的。巴

黎格雷万蜡像馆 2002 年

用 5个月的时间对全馆蜡

像作了一次修复，资金投

入高达 830 万欧元。  

成人全价：18 欧元 

 

6 到 14 岁儿童全价：10.5 

欧元 

 

特殊人群（高中生、大学

生、老人、残疾人）优惠

价：15.5 欧元 

 

儿童优惠价：9 欧元  

每周一到周五早 10：00

到晚 18：30  

 

每周六周日公众假日和

学生假期早 10：00 到晚

19：00  

 

（闭馆前1小时不再允许

游客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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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名称  景点简介  门票价格  备注说明  

巴黎达利蒙

马特空间 

达利蒙马特空的 300多件

达利艺术藏品将把您带

入这位行事乖张、意境难

测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达利的世界。达利的超现

实艺术常以雕塑、绘画等

形式表现。此外，达利擅

长的三维艺术表现更会

让你充分感受到什么叫

不可思议。 

单人价格： 

成人全价：10 欧元 

26 岁以下年青人：6 欧元 

8 岁以下儿童免费 

老人：7 欧元 

教师：7 欧元 

 

15 人以上团体价： 

成人：6 欧元 

8 岁以上儿童：5 欧元 

每购买 15 张团体票免费

送票一张（即买 14 送 1，

可进 15 人）  

开放时间： 

全年不分季节早 10：00

到晚 18：00  

巴黎先贤祠  建于巴黎城圣日内维吾

山上的先贤祠位于巴黎

第五区，拉丁区的中心位

置。它被巴黎一大、巴黎

二大和圣艾田都蒙教堂

环绕。这个曾经是国王为

还愿而建的教堂，现在成

为法国众多伟人的安眠

之地。伏尔泰、卢梭、雨

巴黎先贤祠果、左拉、居

里夫人、大仲马……  

成人全价 7.50 欧元 

 

成人优惠价 4.80 欧元 

 

20 人以上团体优惠价

5.70 欧元 /人 

开放时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早

10：00 到晚 18：30 

10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早

10：00 到晚 18：00  

 

（闭馆前 45 分钟不再允

许游客进入） 

 

每年 1 月 1 日新年，5 月

1 日劳动节和 12 月 25 日

圣诞节不开放。  

巴黎凡尔赛

宫  

路易十三的凡尔赛宫不

过是个小小的狩猎行宫，

而路易十四的凡尔赛才

是宏伟宫殿的典范。凡尔

赛宫殿这个距离巴黎不

远不近的宫殿容纳聚集

了路易十四所有的宫廷

伺臣。凡尔赛宫成为绝对

的君主统治中心，体现了

绝对的政治权力。  

4 月 3 日至 10 月 31 日每

天 15：00 以前停止售票。 

 

星期内成人全价 20欧元，

周末和公众假日成人全

价 25 欧元。 

 

11 月 2 日至 4月 1日每天

15：00 以前停止售票。 

 

成人全价 16 欧元，18 岁

每周二到周日开放，周一

和某些公众假日以及宫

内举行官方活动期间不

开放。 

 

开放时间：4 月 3 日至 10

月 31日早9:00到晚 18:30 

 

11 月 1 日至 4 月 2 日早

10:00 到晚 17:30 

（闭宫前 30 分钟不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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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名称  景点简介  门票价格  备注说明  

以下年青人和特殊人群

免费  

 

优惠票价根据日期及当

天时间段不同而不同，具

体价格请于当天查看售

票处价格表。  

许游客进入）  

 

2007 年闭宫时间：1 月 1

日新年，5 月 1 日劳动节、

5月 28日和 12月 25日圣

诞节不开放。  

巴黎枫丹白

露宫  

枫丹白露宫始建于 1137

年，是由当时的国王路易

六世下令建造的，后经历

代整建和装修，枫丹白露

宫最终成为一座富丽堂

皇的宫殿式建筑群落。它

最初仅是国王的狩猎行

宫，后经过扩建，成为法

国的王宫之一，如拿破仑

一世（拿破仑·波拿巴）就

把枫丹白露宫作为他的

第一皇宫。  

大殿路线： 

成人全价 6.5 欧元， 

 

优惠价 4.5 欧元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免费  

每月第一个周日对全民

免费。  

法 兰 西 岛 远 郊 铁 路

（Transilien）的巴黎里昂

线在枫丹白露设有两个

车站：枫丹白露雅芳站

（Fontainebleau - Avon）

和多梅里站（Thomery）。

枫丹白露雅芳站离枫丹

白露市中心最近，位于枫

丹白露市和雅芳市的交

界处的雅芳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