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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达卢西亚：徜徉鲜花阵，邂逅中世纪，激情弗拉门戈

与非洲仅有31公里之遥的安达卢西亚，曾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文明曾使安达卢西亚一

度成为西方世界中最繁荣、最先进和最优秀的地区，摩尔文化与欧洲的大陆文化在这片阳光灿烂

的土地上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西班牙国旗映衬下的塞维利亚大教堂(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这里是花的海洋，为了送走春天，迎接夏日，浪漫的科尔多瓦人用鲜花装扮庭院，用一双巧手装

扮自家的庭院。那些开满鲜花的白色民居，香艳得令人陶醉，恍若隔世，雪白的墙壁上错落有致

地砌起数十个花台，嫣红的鲜花在阳光下怒放，随暖洋洋的春风飘曳。

这里是艺术家的摇篮，欧洲最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就出生在此，天才艺术家的根和安达卢西亚人的

性格将其旷世佳作和安达卢西亚乡土融为一体。

这里是“放纵”的乐土，有着过不完的节日和狂欢，白天徜徉于人们还在熟睡的小镇之间，夜晚

穿上吉卜赛女郎的服装，走在小巷中，悠扬的吉他声伴随着沙哑的嗓音萦绕在耳畔，踏着响板的

节奏，和着吉他的旋律，踏着拍掌歌手的乐点，扬起挣扎呐喊的手臂，跳起弗拉门戈舞，打着手

鼓狂欢到天亮。

这里是上帝最偏爱的土地，同时兼容了地中海明媚的阳光、碧蓝的天空、绚烂的花朵还有温暖的

气候。安达卢西亚的瑰丽，当然不仅仅存在于塞维利亚、科尔多瓦和格拉内达，这里还同时拥有

                                               5 / 10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081&do=album&picid=46783


�������

安达卢西亚攻略
出产西班牙葡萄酒的红土地，一望无际的橄榄树林和欧洲最负盛名的海滩——阳光海岸（Costa

del Sol）。许多不知名的小镇也散发出撩人的美丽，所谓“人在画中游”，在西班牙随性而走，

随意而停，而不经意间，就能邂逅最美的风景⋯⋯

方位：

安达卢西亚位于欧洲最南部，她的最南端与非洲仅相隔17海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漫长的历

史长河中，吸收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她是非洲和欧洲的桥梁，也是大西洋和地中海的交汇点。

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第二大区，领土面积比比利时、荷兰、丹麦、奥地利或瑞士的面积都要大。

被阿拉伯人称为大河的安达卢西亚瓜达尔基维尔河，以及沿河形成的富饶肥沃的同名河谷，构成

了安达卢西亚的地理主干。尽管拥有瓜达尔基维尔河谷，这里土地的一半是崎岖不平的山地。内

伐达山是当地最高的山峰，海拔超过3,400米，与群山仅相隔40公里即是地中海。安达卢西亚拥有

全长近900公里的海岸线，沿岸可接纳大量游客，还有那些总是另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的迷人海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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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安达卢西亚最棒的体验

   

1、走入塞维利亚大教堂，体会欧州文化的包容

塞维利亚大教堂是西班牙最大的教堂，整个建筑融合了阿拉伯式、哥特式、罗马式、拜占庭式等

不同的风格。教堂边侧有一座高耸于所有建筑物之上的方形高塔，这是原伊斯兰教寺院建筑中仅

存的希拉尔达塔。哥特式的教堂框架背上阿拉伯风情的尖塔，结果却是意想不到的美丽。塔身上

浮雕着阿拉伯风情的几何图案，显示了阿拉伯建筑艺术的美丽风采，更彰显了这座教堂非同一般

的地方。想要体会欧洲文化中“包容”精神，那就去塞维利亚大教堂吧⋯⋯

旅人提示：关于塞维利亚大教堂的详细信息见四（12）。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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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徜徉在圣十字犹太区，感受时光的停滞

塞维利亚圣克鲁兹（旧犹太区）位于塞维利亚的中心地带，周围以古王宫的城墙为屏障。这里是

塞维利亚的老城，具有典型的安达卢西亚风格。房屋大多暖色调，窗台墙壁上栽种着鲜花和爬山

虎。茉莉花瓣飘落，与空气中淡淡的苦橙香混合，整个城市浸淫在一片如梦如幻的芬芳中。城区

中街道狭窄，到处花团锦簇，小巷中随处可见幽静典雅的庭院，古老的白色民居在阳光下光彩夺

目。漫步在河对岸的圣克鲁兹（Santa Cruz）旧犹太区，这里，时光犹如停滞在从前，平展双臂就

可以触摸两旁房屋的过道，狭小的广场，富丽堂皇的房子，开满鲜花的带铁栏杆的窗台，最好地

诠释了塞维利亚的特点。

旅人提示：关于旧犹太区的详细信息见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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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3、心灵的震颤，灵魂之舞弗拉门戈

踏着响板的节奏，和着吉他的旋律，踏着拍掌歌手的乐点，扬起挣扎呐喊的手臂，扭动激情倾诉

的腰肢，从欣喜若狂到万念俱灰，从痛恨到嘲讽，从拥有到失去⋯⋯弗拉门戈舞所表达爱情不是

纯情少女的爱情，也不是痴情女子的爱情，而是看透了这个世界后说，“好，我陪你玩”的姿态

。弗拉门戈舞中的女子不是羞涩的，而是泼辣的；不是单纯的，而是成熟的。舞者的挑逗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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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淫荡的感觉，只是在表达她在男性的优势面前毫不示弱。舞者以外部强势传达内心的悲凉和人

生的沧桑，外表的彻底玩世不恭却表达出留存给自己的善良、真诚、干净。这是吉卜赛流浪者灵

魂之舞，不用语言，舞就是她们真正的语言：即使痛苦也要挣扎，即使绝望也要反抗，为的就是

灵魂能完完全全欢乐地跳起炫目辉煌的自由舞蹈⋯⋯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旅人提示：

弗拉门戈舞源自平民阶级，最适合即兴演出。在塞维利亚，既有本地人喜欢光临的以“小、旧、

破、挤”著称的酒吧，也有专门提供弗拉门戈表演的大型演艺机构，若想获得相关信息可以参考

以下几个途径：

1）塞维利亚的游客服务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会提供一本包括主要演出场所名称、地址、时间、

电话的指南书，通过游客 中心预订还能享受一定的折扣。

2）各大酒店和旅馆。它们通常也向游客提供一些有固定合作关系的演出商名录，以及优惠券。

3）在一些弗拉门戈学校附近，通常会有 专业的弗拉门戈商店，不仅出售舞裙、舞鞋、发梳、披

肩、CD、海报等物品，还代售本地表演场所的门票，价格较低。

4）可登录 www.deflamenco.com或www.andalucia.org/flame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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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塞维利亚及周边地区所有演出经营场所的详细信息。更多信息参见十三。

   

4、感受信仰的力量，诡异造型的圣周游行

塞维利亚的圣周在西班牙最为出名，其规模之大、活动之隆重使它享誉世界。整个圣周庆祝活动

期间，全城所有教堂都会全体出动，在不同的时间段上街游行。每个团体由十字架引导，后面跟

随穿着各色过膝长袍、头戴又尖又长蒙面帽子的教徒。这种阴森诡秘的服饰更增添了圣周的神秘

感、庄严感和隆重感。行进队伍沿特定的游行路线向塞维利亚大教堂前进，以将圣像最后抬进大

教堂作为完成一次游行的标志。有一些比较虔诚的教徒，还会不穿鞋子去游行。据说是有神灵护

体，所以不穿鞋子，脚也不会痛。通常来回要耗上一整天时间，这一缓慢而冗长的游行过程，有

苦行赎罪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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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旅人提示：复活节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从复活节前那个周日开始，直到复活节的七天

时间被称为圣周。每年圣周的时间并非固定，每年在教堂庆祝的复活节指的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

个星期日，如果月圆那天刚好是星期天，复活节则推迟一星期。因而复活节可能在3月22日至4月2

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

   

5、在悬崖上的白色小镇阿尔克斯休憩，感受心灵的一片宁静

安达卢西亚人喜欢把房子漆得雪白，据说这是沿袭了摩尔人的习惯，白色的房屋可以反射过于强

烈的阳光。小镇阿尔克斯（Arcos）是安达卢西亚众多白色小镇中比较出名的一个，位于易守难攻

的山顶或悬崖上。走进白色小巷里，就如走进迷宫一般。漆成雪白的墙壁，时而会有一两盆鲜红

的天竺葵高挂着，偶尔一扇红色或蓝色的大门，会立刻让你眼前一亮。午后，坐在小巷中，享受

一顿传统的安达卢西亚午餐。街角，忽然跑来几个调皮的男孩，一路打打闹闹，一转眼，几个孩

子消失在视野中，但笑闹声却依旧在耳边回荡着⋯⋯在这样的白色小镇，没什么伟大的建筑和特

别的风景，你要做的只是迷失在小巷中，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让时光停留。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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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可搭乘Los

Amarillos（http://www.losamarillos.es/venta/busqueda.jsp

）公司的直达巴士往返塞维利亚和Arcos，每天两班大巴，9:30和18:00两趟，行程2小时，费用7.85

欧元。

巴士站位于新市镇区圣玛丽亚教堂旁的市政厅内，步行前往旧城镇Corredera街，大约15～20分钟

。

住宿：Corredera街上有许多1～3星的旅馆

   

6、热恋激情的塞维利亚四月节

安达卢西亚人的热情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一样，他们天生就会给自己制造快乐，并恣意的享受其中

。四月节，塞维利亚处处弥漫着欢乐的旋律：大街上五彩缤纷的花裙子在眼前晃来晃去；人们走

着走着，便纵情的击掌唱歌跳起舞来；一匹匹佩戴着花饰的马儿，像跳着舞步一样在马路上穿行

，精心装扮过的女孩子们借机在马车上展现自己的风姿⋯⋯这样的节日不是用来欣赏的，而是吸

引你全身心参与其中的，谁愿意与快乐擦肩而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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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7、陶醉在花的海洋，科尔多瓦庭院节

西班牙人喜欢过节，科尔多瓦人也不例外。一年到头，科尔多瓦有很多节日，但5月的庭院节（fes

tival de patios, rejasy balcones）无疑是最漂亮的一个节日。每年庭院节的时候，整个城区是一片花的

海洋。门前、窗外、壁上、巷间，到处是盛开的鲜花儿。随便钻进一个小巷，雪白的墙壁上，错

落有致地挂着各色天竺葵，迷失的不仅是方向，还有陶醉的心智。如果在这个季节来到科尔多瓦

，在哪家的门前看到“patio”字样，那你就有眼福了。这意味着你可以随便进入院中欣赏这里的

园艺，这些主人通常对自己手艺相当自信，而庭院也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主人的性格。这个时候，

如果你适时地赞扬一下主人的手艺，并跟他（她）探讨一下庭院园艺，那一定是一次非常愉快的

谈话⋯⋯ 

(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为了方便前来赏花的游客，当地旅游信息中心还专门制作了三条详细的路线图。每一家庭院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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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在固定11：00－14：00和18:00－24:00接待游客，热情讲解自己布置庭院的用心和心得体会。

下午两点到四点是城里人的午休时间。

   

8、情迷塞维利亚，邂逅梦中的吉普赛女郎

歌剧《卡门》中那个放荡不羁的塞维利亚女郎和英俊倜傥的沙场勇士，深深留在人们的印象中。

因为《卡门》，许多游客为了寻找女郎的踪迹，专程来到西班牙的南方城市——塞维利亚。闲晃

在塞维利亚无数蜿蜒曲折的小巷里，每一个转角，都埋伏着无法预计到的爱与恋，小巷真的很窄

，有些窄到只容一个人通过。在巷子两侧那开满鲜花和锻铁窗花的窗台上，隔着小巷，就可以轻

轻松松地吻得个缠缠绵绵，这些令人心驰神往的片段，似乎永不落幕。如果说一头黑色波浪卷发

上别着金合欢的热情女郎是卡门，那么热烈纯真如安达卢西亚阳光的眼神，则是一个美好的童话

故事。塞维利亚的女子真的太美太诱惑了，让世间多情男子无法不一次又一次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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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9、在阳光海岸马拉加领略地中海阳光

远眺马拉加城，白房子和蓝天白云宛如一幅天堂美景。人们都说这里是上帝最偏爱的土地，同时

兼容了地中海明媚的阳光、碧蓝的天空、绚烂的花朵和温暖的气候；这里还同时拥有出产西班牙

葡萄酒的红土地、一望无际的橄榄树林和欧洲最负盛名的海滩――阳光海岸（CostadelSol）。连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莱桑德都赞誉这片土地是“天堂般的城市”。阳光透过层层棕榈树、轻纱曼

帘的大玻璃窗，照耀着马拉加的清晨。这个四处洋溢南国风情的城市，与它永远晴好的天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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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心情舒畅。

旅人提示：有关马拉加的详细信息参见七（2）。 

(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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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前准备

   

1、通讯

如果需要经常给国内的亲朋好友打电话，在当地买一张预付费的手机SIM卡要比开通国际漫游合

算很多。

推荐Lebara公司（http://www.lebara-mobile.es/

）的手机预付费卡，是一家英国的公司，但在很多国家都有业务。在西班牙很多地方都能看见这

家公司标志性的蓝底海报。用这种卡打往中国只需0.06欧元每分钟（2011年降价后变为打中国的手

机0.05欧/分钟，打中国的固话免费，但均须支付电话接通费），另外两个Lebara用户之间通话免

费。漫游的区域很大，甚至回国后仍能使用（运营商变为中国移动）。

在西班牙拨打电话时，每个电话还需加收接通费（不论对方是否接电话），2010-2011年的这个价

格是0.29欧。另外“两个Lebara用户之间通话免费”指单次10分钟内以及每个月累计不超过500分

钟的通话。接通费不能免除。详细信息可以查看官方网站、当地促销资料或随SIM卡所附的使用

说明。

马德里的Chamartín地铁站出口处有一个促销台，可以帮助现场网上注册激活了SIM卡，直接插

进去就能用了。在LEBARA的促销台购买SIM卡的价格是5欧元，含5欧元话费。能充值的网点也很

多，可在汽车站充值，据标示在邮局等地方也是可以充值的。不定期会有一些促销活动（例如充

值送话费等）。

旅人提示：有在非正规点买这家公司的卡被骗多付了钱，大家注意要找此公司专门的销售台（会

设在一些地铁站里，只卖此公司的卡）购买，记住含5欧话费的SIM卡只需5欧元！话费和卡都不

会另外算钱！（此信息2010年有效）

如果找不到这家公司的卡，也可以买其他公司的预付费卡。预付费手机卡的西班牙文是Móvil

Prep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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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佳旅游时间

西班牙气候的多样性，中部梅塞塔高原为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达-25℃，夏季高温可达40℃以上

。高原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在500毫米左右。北部和西北部为海洋性温带气候，冬夏温差不大，1

月平均气温为9℃，7月平均气温为19℃。这里降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南部和东南部为地中海式

的亚热带气候，其特征是夏季酷热，冬暖多雨。

游览安达卢西亚，最好在春秋季前往。春季的安达卢西亚被大西洋和地中海浸润着，温暖而湿润

。少了夏季的干燥和炎热，也没有冬季的单调，春花绚丽而妖娆地怒放，与古老的城堡、教堂交

相辉映，仿佛豆蔻年华的少女，在金色阳光下散发迷人芬芳。

   

3、衣物与防晒

靠近大西洋海岸，一年四季气候温和，但昼夜温差较大。气候宜人的3月-5月和9月下旬-11月，气

温最高不超过30℃，建议穿着轻便舒适的衣物，外加一件夜间使用的薄外套即可。冬天阴冷多雨

，但最低也不会到0℃，白天一般在10℃以上，雨衣、雨伞是必备品。夏季日照强烈，最热的7-8

月日间最高气温经常在35℃以上，要注意防暑、防晒。

   

4、其它

1）时差

比国内晚7小时，每年四月至十月采用夏令时期间与国内时差6小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相当于西

班牙时间早上6点）。

2）货币

自2002年1月起实行欧元（euro）单一货币。欧元纸币有500、200、100、50、20、10及5元等七种；

硬币有1分、2分、5分、10分、20分、50分、一欧元等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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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饮用水

水质优良，可直接饮用。

4）电压

电压规格为220V，使用两相圆型插头。西班牙很多小型的旅馆都没有接地的插座，就只有两头那

种。一般国内电器需要买转换器。

5）省钱秘方

西班牙人旅行主要是乘火车。在境外购买InterRail、Eurailpass等乘车证，一次付款后，持证在规定

时间内可任意乘车，次数不限，但坐快车要订座，每次3欧元订座费用，夜间乘坐快车，加9欧元

可以睡卧铺，晚上睡上一觉，第二天游览，即省钱又可以节省旅馆住宿费。

其它更多行前准备信息请移步巴塞罗那攻略：http://d.lvren.cn/gonglue/Barcelona/#s_523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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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塞维利亚景点概览

这是一座橘花飘香的城市，遍布公园、街巷的橘树是它的象征。当橘花开放，塞维利亚就迎来了

欢乐的四月节和圣周大庆典。这是卡门、唐�璜、费加罗的舞台，一幕幕悲喜剧以塞维利亚的街

道、教堂和斗牛场为背景上演；这是弗拉门戈的发源地，无论是欢乐还是悲哀，塞维利亚的舞步

永远奔放有力。从罗马帝国时代、阿拉伯时代直到新大陆的发现，塞维利亚的历史串联起一个又

一个的黄金时代。至今城中仍随处可见罗马式、穆德哈尔式、哥特、巴洛克式及文艺复兴式的建

筑和花园⋯⋯

   

1、塞维利亚王宫

塞维利亚王宫（Real Alcazar）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家宫殿，已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王宫始建于118

1年，持续营建时间长达500多年，曾先后作为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王宫的历史，使其呈现出混合着

各种不同风格混杂的面貌。

由于当时的天主教国王佩德罗一世和格拉纳达的伊斯兰教国王关系很好，建造宫殿的工匠中既有

来自托莱多的基督教工匠，也有参与了阿罕布拉宫建造的阿拉伯工匠。因此在这座建筑中，可以

同时看到哥特式建筑元素和伊斯兰粘土建筑风格，成为穆德哈尔式建筑的典范。其中最华丽的是

金碧辉煌的大使厅。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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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宫中还有一座古罗马卫城、一座阿拉伯要塞和几座西哥特建筑。卡洛斯五世宫、少女中

庭、玩偶中庭、王宫花园等都值得一看。

门票：全票5欧元，持国际学生证者、残障人士，年过65岁或低于16岁者免费参观

开放时间：周二到周六9:30～19:00，周日9:30～17:00

网址：www.patronato-alcazarsevilla.es

交通：自教堂步行前往约1分钟可到达，T1路公交经过

旅人提示：主要入口位在Plaza del Triunfo上的狮子门。 

   

2、黄金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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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塔（Torre del Oro）是塞维利亚辉煌航海史的见证，这里曾经是那些满载着黄金白银从美洲回

来的船只的终点。黄金塔因以金色瓷砖贴面而得名，现在瓷砖已经没有了，但在斜阳下仍显得金

光闪闪。塔身为等边12面体，每个面代表一个方位。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黄金塔建于1221年摩尔人统治时期，是一座军事瞭望塔，主要目的是监视从进犯河港的船只。后

来曾作为监狱、仓库、邮局等使用，现在是航海博物馆，展示古海图、古船模型及各种船头装饰

。原来在外墙贴有闪亮的金色磁砖，现在只有塔顶所反射的耀眼光芒可以回想当年金光闪烁的风

光。之所以叫黄金塔，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曾是贮存黄金的金库。

此塔有许多不同的用途：码头，灯塔，监狱，住房，教堂等。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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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10：00-14：00，周六及周日11：00-14：00。

交通：C3、41经过 

   

3、西印度群岛档案馆

                                             24 / 107



�������

安达卢西亚攻略

(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西印度档案馆（Archivo de Indias）建于菲利普二世时代，1781年成为公共档案馆，是有关殖民时

期美洲历史最大、最重要的文献汇集地。馆藏文献中包括哥伦布关于发现和征服新大陆的珍贵手

稿和资料，麦哲伦、埃尔南�克尔特斯等人的手稿和文件。不仅如此，存放在西班牙其它几个城

市的有关美洲的档案也全部被转移存放在这里。西印度档案馆已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开放时间：周二15：00-20：00，周三到周六9：00-20：00，周日9：00-14：00，周一闭馆。

门票：1.5欧元。

交通：公交T1路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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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塞维利亚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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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塞维利亚市政厅（Ayuntamiento）两边是两个大大有名的广场，一个是新广场（Plaza Nueva

），一个是圣弗朗西斯科广场（Plaza San Francisco）。市政厅一面是朴素的白墙，另一面是让人

眼花缭乱的浮雕墙。一般人以为这就是巴洛克风格了，因为巴洛克风格以繁复著称。其实，这是

一个西班牙特有的风格：银匠式风格。它的建筑比巴洛克风格古老一两百年。16世纪欧洲文艺复

兴，传到了西班牙以后，他们和以前花纹繁复的摩尔风格融合，成为了自己特有的银匠式风格。

塞维利亚市政厅堪称西班牙银匠式装饰艺术的代表作，前厅、会议厅和外立面都采用细致的花叶

装饰。面向新广场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立面是19世纪中叶扩建的。

旅人提示：

银匠式风格建筑是指把石头当成银器，在上面用复杂铺陈的雕塑，让建筑物简直像银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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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圣十字犹太区

从教堂和王宫以东的地区都算是圣十字犹太区（Barrio de Santa Cruz），自Plaza Virgen de Los Reyes

往北和东边行走，任何小巷都会通往此区。这里算是较能体会古老的塞维亚回教风情的地区，交

错的巷弄与挂了鲜花的白壁屋舍；如果仔细探访或许会发现具有回教风格的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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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在Calle Susona的这条小街上，有个门上方崁入一个画有骷髗头的瓷砖，这是讽刺美丽的犹太女孩S

usona爱上天主教徒骑士的古老传说。传说中因女孩的父亲计划杀死数位宗教裁判官，其中也包含

这位骑士，而女孩却因爱情而警告她的爱人，因此造成一场女孩全家被血腥屠杀事件，女孩在临

死前要求将她的头盖骨挂在她家的门梁上，以示处罚她对父亲的背叛。据说一直到18世纪都还挂

着她真正的头骨呢！

在这里迷路便是种享受，因为传统的tapas、纪念品店和具有特色的餐厅，都是随时令你停留下来

的原因。

交通：公交C5、T1经过

旅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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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旅馆后，一定要一下旅馆的电话，避免迷路后回不到旅馆；另外，旅客服务中心提供此区详

细的街道图，十分实用，转悠之前最好要一份地图。

2）从雷亚斯女神广场 Plaza Virgen de los Reyes往被边和东边走，任何小巷都可以通往此区。 

   

6、马卡雷纳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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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马卡雷纳大教堂（Basílica de la Macarena）本身是一座比较新的建筑，但其中的希望圣母像却是1

7世纪作品，深受塞维利亚居民崇拜，在每年被抬出参加圣周游行的圣母像中，这一尊总是最受欢

迎（另外，垂死基督礼拜堂的垂死基督像、万能耶稣大教堂的万能耶稣像也是圣周活动中受欢迎

的圣像）。当地人也喜欢把这尊圣母像的照片当作护身符，或是挂在店铺中。教堂附设的博物馆

，展出教堂家具等物品。

网址：www.hermandaddelamacarena.es

交通：公交C5、14、13、2、C2、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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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玛丽亚�路易莎公园

玛利亚露意莎公园（Parque de Maria Luisa）在塞维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位、是为了纪念哥伦布发

现新大陆而建，由法国人设计，在公元1893年时由玛丽亚露意莎王妃将圣特尔摩宫部分的土地捐

出而建的公园，占地40多万平方公尺，是塞维利亚最大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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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na）是最壮观建筑物，半圆形的西班牙广场位于广场东侧，用砖和陶瓷

铺设，半圆形的水道将广场与周围环绕的建筑分隔开来，游人可以划船游玩。建筑物一侧的河边

放置着供游人休息的座椅，上面描绘着西班牙各地的历史画面。广场旁设有军事博物馆。   

     

公园的南端是为拉丁美洲博览会而兴建的三座建筑，分别代表着西班牙三种杰出的建筑风格：新

歌特风格、穆德哈尔风格和银匠风格。现在分别是塞维利亚民俗博物馆（Museo de Artes 

Costumbres Populares）和省立考古博物馆（Museo Arqueologico），前者是个摩得哈尔混哥德和文

艺复兴风格的大型宫殿建筑，后者则是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体。考古博物馆展出史前时代和古

罗马时代的文物，包括意大利加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民俗博物馆则展出塞维利亚当地陶器、传

统民族服装和古代 农具、家具等。

门票：免费

网址：http://www.juntadeandalucia.es/cultura/museos/MASE/

省立考古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开放时间：周三至周六9：00-20：00，周二15：00-20：00，周日及

公众假期9：00-14：30，每周一闭馆。

交通：自王宫步行前往约8分钟可达，公交车6、24、34、53、C-1和C-2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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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

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Plaza de Toros del la Maestranza）位于是塞维利亚最著名的斗牛区阿雷纳

尔（Arenal），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斗牛场之一。斗牛场前后花了120年才建造完成，可容纳12500名

观众。塞维利亚的斗牛季节从四月节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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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喜欢懒懒的 提供)

斗牛场建筑中最醒目的是富丽堂皇的半圆形拱廊和王子门（Puerta del Principe），斗牛场对面有一

座名为《雪茄厂女工卡门》的雕塑，是根据小说《卡门》中的经典形象创作。根据梅里美和比才

的作品，卡门就是在这里被何塞杀害的。

斗牛场附设的博物馆中称列有塞维利亚斗牛的历史资料、斗牛士服装等。其中最值得一看的是毕

加索亲笔作画的斗牛士披肩。斗牛场边的阿雷纳尔大道（Paseo del Arenal）在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

之地，这里是文学家维加笔下流浪汉小说中很多故事的发生地，传奇人物唐�璜的故事也以这条

大道为背景。

由塞维利亚大教堂出发，向西步行约20分钟即可到达。或者沿着阿方索十三世运河，往北步行约5

分钟可达。博物馆有固定的英文导览参观时间，购票前请询问清楚。

门票：4欧元

开放时间：斗牛场仅仅在无斗牛赛期间开放，9:30~14:00，15:00~19:00

网址：www.realmaestranza.com

交通：公交C5、40、41、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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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彼拉多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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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彼拉多之家（Casa de Pilatos）是塞维利亚最美丽的贵族宫殿，原为16世纪时塔理法侯爵的府邸，

Medinaceli公爵家族至今仍然居住于此。这栋结合了穆得哈尔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有着美丽的

瓷砖、雕刻精致的天花板及植满绿树的中庭花园，是安达卢西亚总督的宅第，因为模仿了埃尔萨

勒姆的彼拉多总督的住宅而得名。建筑混合了哥特、穆德哈尔、文艺复兴和新古典主义等多种艺

术样式，这一点在中央中庭表现得最为明显。

门票：8欧元，5欧元（仅参观1楼）；2楼有英语导游，约30分钟一场

开放时间：9:00～19:00，每周二13:00~17:00免费参观；

网址：www.fundacionmedinaceli.org

交通：自大教堂往北步行约15分钟可到达；公交C5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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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弗拉门戈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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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参观位于塞维利亚（Seville）中心地带的弗拉门戈舞蹈博物馆（Museo del Baile Flamenco）是了解

弗拉门戈舞蹈的重要方式。这里对所有前来塞维利亚和安达卢西亚，并希望了解安达卢西亚文化

、理解和体验弗拉门戈舞蹈的游客来说是一处必游项目。它将高科技和和安达卢西亚最重要的文

化遗产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以绘画艺术创新博物馆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门票：成人10欧元，团体8欧元，儿童6欧元

开放时间：冬季11月到3月，上午9点～下午6点；夏季4月～10月，上午9点～下午7点

网址：http://www.museoflamenco.com

交通：公交C5

停车：弗拉门戈舞蹈博物馆所处的位置邻近市中心周围所有的公共停车场，徒步距离只有10到20

分钟。乘坐巴士前来的团体请提前向博物馆咨询，以作相关安排，使客人们能够愉快地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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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老卷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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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塞维利亚大学法学部的前身是卷烟厂（Antigua Fábrica de Tabacos），其巨大的体量使之成为仅次

于埃尔�埃斯科利亚修道院的西班牙第二大公共建筑。建筑物的正立面和中庭装饰是华美的巴洛

克风格，由于烟草的经营全部由国家垄断，建筑物的防卫相当森严，周围有壕沟和监视塔，工厂

中还有专门关押走私犯的监狱。

当年在烟厂中工作的都是女工，任何男子未经许可都不得入内，这使得原本就戒备森严的工厂显

得更加神秘。梅里美的小说《卡门》，讲述的就是卷烟厂女工卡门与卫兵何塞的故事。

塞维利亚大学正门位于Calle Fernando街上，对面就是王宫花园，由大教堂步行约5分钟。

门票：免费

交通：公交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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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塞维利亚大教堂

塞维利亚大教堂（Sevilla Catedral & La Giralda）所在地原为塞维利亚大清真寺，15世纪清真寺被拆

毁，在原址上建造塞维利亚大教堂。它曾是基督教世界里最大的宗教建筑，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

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并称为世界三大教堂，已经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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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大教堂由五座哥特式殿堂组成，殿堂之间以交叉甬道相连。教堂边的希拉达塔（Giralda）高98米

，原为清真寺的宣礼塔，16世纪改建为教堂的钟楼，所以在高塔的外立面上既能看到阿拉伯风格

的网格装饰和马蹄形窗，又能看到文艺复兴风格的钟塔。塔内没有楼梯，而是环形坡道，以便相

关人员骑马到塔顶。登上70 米高的瞭望台，可以一览塞维利亚全景。主礼拜堂的祭坛供奉着塞维

利亚守护神“国王圣母”，祭坛浮雕描绘着基督生平的36个场景，装饰极为华丽。礼拜堂栅栏为

雕刻繁复的银匠式风格，唱诗班的座席是穆德哈尔风格，而管风琴则为巴洛克风格。费尔南多三

世和阿方索十世父子都安葬于此。

其他礼拜堂中的宗教画很多都是大师手笔，如圣安东尼奥礼拜堂的《圣安东尼奥的礼拜》，圣佩

德罗礼拜堂的《圣告图》等。

哥伦布的灵柩1898年由古巴运回西班牙后，埋葬在教堂中的哥伦布墓。石棺上有西班牙四古国—

—卡斯蒂尔、莱昂、纳瓦拉、阿拉贡的骑士抬起哥伦布灵柩的雕像。 

                                             43 / 107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4079&do=album&picid=47493


�������

安达卢西亚攻略

门票：14欧元，包括登塔

开放时间：7月-8月9：30-16：00；其他时间周一至周六11：00-17：00，周日和节假日14：30-18：

00；1月1日、1月6日、3月20日、3月22日、5月26日、8月15日、12月8日、12月25日25日不开放

交通：公交T1

   

13、教士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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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教士医院（Hospital de los Venerables Sacerdotes）建于1675年，是一座巴洛克风格建筑，气势宏伟。

附属教堂内色彩艳丽，圣器室拱顶的湿壁画《十字架的胜利》为雷亚尔作品。医院中庭环绕着拱

门，既宁静又不封闭。现在教士医院是焦点基金会所在地，旧医务室改建为画廊，教堂经常用来

举办古典音乐会。

门票：免费

交通：公交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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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塞维利亚圣玛利亚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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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塞维利亚圣玛利亚教堂（Parroquia de Santa María la Blanca）是在一座老犹太教堂的遗址上建造的

，17世纪内部翻修时之作的巴洛克风格石膏装饰是塞维利亚同类装饰中最杰出的作品。

网址：www.focus.abengoa.es

交通：公交C3、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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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尔多瓦景点概览

科尔多瓦曾经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班牙首府，公元6～8世纪，西哥特人曾占领此地。200多年后

，摩尔人联合遭受天主教迫害的犹太人，一举拿下科尔多瓦从而成为其主人。10世纪时，国力达

到巅峰。拉曼三世和哈坎二世统治期间，科尔多瓦成为当时欧洲最先进最富裕的城市，拥有一座

阿拉伯大学及超过300座清真寺。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旧城区里，伊斯兰建筑遗迹、荒废的中庭，从阳台垂吊下来的鲜艳花朵都让科尔多瓦成为一座浪

漫迷人的城市。这里有不慌不忙的游客和闲情逸致的居民漫步在狭窄的街道和曲折的弄巷。虽然

不如塞维利亚般活力四射，也不像格拉那达那般具有强烈的个性，但却可以欣赏到见证了3个世纪

以来混合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风格的精彩绝伦的建筑遗迹。

从清真寺里的拱门和壁龛可以看出摩尔人统治时期所发展出的伊斯兰教艺术。犹太人区则保留着

伊比利亚半岛为数不多的犹太教堂。14世纪时建造的皮亚纳宫殿更为西班牙的黄金时期埋下了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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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尔卡扎堡

阿尔卡扎堡（Alcazar de los Reyes）是由阿方索六世下令建造的具有碉堡功能的宫殿。费尔南多和

伊萨贝尔从穆斯林手中收复科尔多瓦时曾下榻于此，之后此处一度沦为监狱。堡内现已改为博物

馆，收藏着珍贵的3世纪古罗马石棺及数件难得的马赛克艺术品，其中还有一座保存良好的古罗马

浴池。阿尔卡扎堡的伊斯兰风格花园是这里的精华部分，排列有序的喷水池、池塘、柳橙树、花

园和茂密的树林让这里弥散着穆斯林统治时期的气氛。在酷热的夏日，这里实在是个避暑的好去

处。此外，这里还有从花园后方延伸出去的古罗马城墙和城门。

门票：3欧元，周五免费

开放时间：5月、6月、9月周二至周六10：00～14：00，17：00～19：30，周日以及法定假日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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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其他月周二至周日8:30～14:30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2、科尔多瓦罗马桥

位于Rio Guadalquivir河上的罗马桥（Puente Romano）是奥古斯都大帝时期建造的，如今仅有部分

桥梁是当时遗留下来的，桥长230米，共16座桥墩，桥中央有一座科尔多瓦守护神——圣拉斐尔的

雕像。罗马桥从清真寺前的凯旋门（Puerta del Puente）一直延伸到位于对岸的卡拉欧拉塔（To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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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 Calahorra）。卡拉欧拉塔和凯旋门同为罗马时期的要塞，现在已经改造成市立历史博物馆。

此外，在桥的一侧还有一座伊斯兰水车。

自清真寺旁边Call de Torrijos，沿河边步行街往，约3分钟可达。 

(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3、科尔多瓦清真寺

许多游客来科尔多瓦的就是能亲眼目睹这座举世闻名的清真寺（Mezqutea-Catedral）。这座清真

寺正是伊斯兰教王朝遗留在安达卢西亚的灿烂文化的体现。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这座建筑具有

双重意义：既是现今西方世界中规模最大的清真寺（占地2.4万平方米），也是伊斯兰教艺术的最

佳典范。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威麦亚王朝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他于公元785～789年间下令建

造这座清真寺。随后历经数次扩建，形成现在这座可容纳2.5万人的超大型清真寺。工程耗费多时

，期间曾综合多种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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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纪时，哈克汗二世更添加了豪华的装饰（包括壁龛和伊斯兰式中庭）。天主教徒收复科尔多

瓦后，在清真寺遭损毁部分的原址上建造了礼拜堂。16世纪时，又大兴土木建成一座天主教堂，

于是便形成了一座既有清真寺又有教堂的奇特建筑。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门票：6.5欧元，清真寺内可照相，不能使用脚架

开放时间：4月～6月周一至周六10:00～19:30（最后入内时间为18:30）；周日雨法定假日14:00～19:

00；7月～10月10:00～19:00，11月～次年3月10:00～18:00

   

4、皮亚纳宫殿

要是你错过科尔多瓦一年一度的中庭节庆，那么皮亚纳宫殿（Palacio de los Marquese de viana）的1

2座中庭保证让你一次看个够。这座17世纪时保留的豪宅原是皮亚纳公爵的原貌。从宅内的豪华家

具、锦织品、绘画、陶瓷器等生活用品不能看出公爵家族当年的气派。这里最大的特色是12座各

不相同的中庭花园。可以漫步于这些庭园中，好好享受一下世外桃源的宁静。要注意的是，宫殿

有一定的开放时间，购票时得先咨询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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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门票：豪宅与花园联票6欧元，单选3欧元

开放时间：6月中旬～9月周一至周六9:00～14:00；10月～5月周一至周五10:00～13:00，16:00～18:00

；6月1日～6月16日休息

   

5、小马广场

这座精致小巧的广场（Plaza del Potro）位于清真寺的东边，16、17世纪时是商人和旅行者聚集的

场所。广场中央有个立着小马的雕像的喷水池，塞万提斯在其《堂吉诃德》一书中提到过。商店

旁边有一间小马客栈，据说塞万提斯曾投宿过，现在已经改成一间博物馆，里面依稀可以见到古

老客栈的影子。广场的另外一侧坐落着科尔多瓦美术馆和胡利欧美术馆。

   

6、科尔多瓦犹太区

清真寺北边和西边都属于犹太区（La Juderia），这里的特色是有许多宛如迷宫的狭窄弄巷，弄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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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清一色是有着白色墙壁的房子。春天时，这里更是布满了一盆盆的鲜花。这里也是寻找伊斯兰

风格中庭的最佳地点，还有不少贩卖各式各样纪念品的商店。

犹太区是科尔多瓦旧城中最古老的区域，被多座清真寺包围。科尔多瓦的犹太社群曾是伊比利亚

半岛上最大的族群，对当地的发展贡献良多。伊斯兰教王国统治区间，犹太人不但免遭种族迫害

，不受到摩尔人的重用，多担任税吏的工作。

唯一见证过犹太区历史的遗迹是14世纪的犹太教堂，教堂内部上方还保存有混合希伯来文和几何

图案的壁画。另一座1492年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时遗留下来的教堂在托莱多。安达卢西亚之家

坐落在犹太教堂旁边，是一栋重新整修过的12世纪宅邸。可以参观其地下室中哈里发时期的马赛

克图案、中庭和房间，其中一间展示了造纸的过程，这显示出在10世纪时科尔多瓦是欧洲第一个

造纸的城市。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犹太教堂门票：0.5欧元；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14:00，14:30～17:30，周日与法定假日10:0

0～13:30

安达卢西亚之家（La Casa Andalucia）门票：2欧元；开放时间10:30～20:30（冬季至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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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尔多瓦中庭

除了橄榄、斗牛和弗拉门戈舞，安达卢西亚省的中庭最能展现出其曾受过伊斯兰教统治达数百年

之久的文化特色。走在科尔多瓦街头，常会惊讶于隐藏在巷弄间的宁静。科尔多瓦中庭（The

Patio of Cordoba）的产生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罗马，一个是伊斯兰教。对罗马人而言，中庭是与

人见面的地方，而在伊斯兰教统治期间，中庭则成为休息与娱乐的场所。如今，中庭仍延续着昔

日的角色，是避暑的好去处。

典型的安达卢西亚地中海式房屋，客厅和卧室都围绕着中庭而建，其特色是采用大量以砖瓦制成

的拱形门柱、色彩鲜艳的瓷砖、铁制品（如铁门或灯饰）、柳橙或柠檬树、小池塘或水柱、及许

多美丽的花朵。想要一睹科尔多瓦特色的传统中庭。可前往San

Lorenzo，Juderia地区以及清真寺西边的Barrio San Basillio。

此外，科尔多瓦每年都会在5月初举办中庭节庆。至少50多座中庭会凭大量鲜花布置而拿下大奖。

游客服务中心提供地图导览。只要是门口有“Patio”标志的中庭，就可入内参观，开放时间大约

自下午5点到第二天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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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格拉纳达景点概述

格拉纳达（Granada）最重要的遗迹就是举世闻名的阿拉伯建筑杰作——阿兰布拉宫，这座西班牙

末代伊斯兰教王国的王宫，不论就其历史还是建筑本身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格拉纳达是安达

卢西亚省的观光重镇之一。它位于680米的丘陵上，背后是内华达山脉。冬季时，可以看见山顶覆

盖白雪的美景；因此夏季时，此地的温度也低于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格拉纳达是被伊斯兰教王国统治最久的地方，国力在摩尔人统治下达到巅峰。13世纪对抗伊斯兰

教王国时，西班牙的天主教势力获得一连串胜利，摩尔难民（来自其他溃败的伊斯兰教王国）纷

纷逃出当时唯一与天主教维持友好关系的格拉那达。因此，格拉纳达不论在经济、艺术、文化上

都有过一段黄金时期。1474年，费尔南多与伊莎贝尔联姻，天主教势力大增，终于在1492年攻陷

格拉纳达，完成了天主教一统西班牙的壮举。

如今的格拉纳达除了精彩绝伦的阿拉伯建筑艺术外，还有充满伊斯兰风情的阿尔拜辛区，及靠山

而建的白色萨克罗蒙特山丘，让人仿佛置身于阿拉伯神话中。

   

1、阿尔拜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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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阿尔拜辛区（Albaicin），很快就能感受到浓烈的伊斯兰文化的气息。除了阿兰布拉宫，这里

也是格拉纳达的必访之地。阿尔拜辛区面对阿兰布拉宫，沿着山壁而建，伊斯兰式的建筑、中庭

、门饰、阿拉伯茶室、清真寺、公共澡堂等，都让人有一种迷失在阿拉伯世界里的错觉。首先，

穿越新闻广场（Plaza de Nueva），即可到达（Carrera del

Darro)）这条小街道，紧接着就进入阿尔拜辛区。这里是拍摄达拉河谷的最佳地点。

同时，充满摩洛哥风情的伊斯兰教街（Caldereria Nueva）也不容错过。整条街道尽是摩尔式茶馆

与贩卖伊斯兰风格饰品的店铺，各式各样的摩尔式茶馆以阿拉伯风格的室内装饰吸引游人，还点

着特殊中东味道的香，里面则出售阿拉伯茶和甜点。此外，街上的工艺品店出售来自摩洛哥的手

工牛皮灯罩和阿拉伯传统服饰等具有异国风情的纪念品，喜欢购物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一旦错过，就很难再买到这么具有伊斯兰风情的东西了。

地址：位于面对新闻广场的后方山区

   

2、阿兰布拉宫

谁都无法否认，这是一座美得令人神魂颠倒的宫殿。精致的摩尔艺术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凡是

到访过的旅客，都有一种置身于“天方夜谭”般的梦幻世界的感觉。

阿拉布拉宫（La Alhambra）的名称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红色的城堡”，或许是因为宫殿的大

型红色城墙和高塔莎碧卡山丘围绕，所以显得特别醒目。阿兰布拉宫原本只是座碉堡，后来却集

碉堡、王宫和小城于一身。

阿拉布拉宫原为一座摩尔式碉堡，据信由穆罕默德一世始建于13世纪。约14世纪时，王宫在两位

摩尔王宫Yusuf I和穆罕默德五世的努力下开始兴建，范围包括正义门、浴室、格玛雷斯塔和其他

塔楼。穆罕默德五世执政时，除了将王宫兴建完毕，还修筑了美丽的狮子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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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孤独患者 提供)

1474年，费尔南多与伊莎贝尔联姻，天主教势力大增，终于在1492年歼灭伊斯兰教势力，完成了

天主教统一西班牙的夙愿。天主教徒又为阿兰布拉宫增建了教堂、圣方济各修道院和要塞。之后

，曾在这座宫殿中度过几个月的查理五世以自己的名义增建新建筑，并整修了内部，因而有了查

理五世宫殿。

然而好景不长，18世纪～19世纪初，阿兰布拉宫逐渐荒废。这里成为犯罪和小偷的聚集场所，拿

破仑的军队也曾在此扎营，撤退时又炸毁了碉堡，仅留下Torre de Siete Suelos 和Torre de Agua两座

塔。直到1870年，这里才被西班牙政府列为纪念性建筑，在政府的努力下，阿兰布拉宫才有了今

日的美丽面貌，让世人得以重见这座精心雕琢的摩尔宫殿。

门票：10欧元、英文耳机导览服务费3欧元

交通：在新闻广场前搭乘2路公交车，车会直接停在售票处；或者由新闻广场旁的Cuesta de

Gomerez街往上走，通过格拉纳达门后，再沿着小径到达正义门，购票处在轩尼洛里菲宫附近

开放时间：4月～9月8:30~20:00；10月～次年3月周一至周六9:00~17:45；6月～9月周二、四、六10:0

0~23:30；10月～次年5月周六20:00~22:00开放夜间参观；休息日：1月1日、12月25日

旅人提示：

阿兰布拉宫腹地广大，其中3个景点需持票入内（王宫、轩尼洛里菲宫和城堡），所以门票得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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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且每张票都标明了参观王宫的时间，请依票面时间前往，否则是进不去的。由于宫殿内没

有餐厅，记得携带足够的水和实物，游览至少要半天时间，尤其夏天入内参观的人数有限制，最

好一早就去排队。

   

3、萨克罗蒙特山丘

如果嫌阿尔拜辛逛得不过瘾，那么再往前走就会抵达萨克罗蒙特山丘（Sacromonte）。这里是吉

卜赛人的大本营，他们为了避暑凿洞而居，这些洞穴保留至今。聪明的吉卜赛人充分利用这些洞

穴作为弗拉门戈舞的表演场所。这里的房子全是白色的，面积很小，门槛很低。此外，这里仍保

留着伊斯兰式的水道和富于安达卢西亚风格的花饰，走在小小的弄巷中，不时会被精美的花饰所

吸引。

交通：从帕德雷�曼弗索广场旁边的马路步行前往，约20～30分钟可抵达圣尼古拉广场（Pl. San

Nicolas），或者可搭乘12路公交车。

观看吉卜赛式弗拉门戈舞——塔布洛欧（Tablao）

游客在格拉纳达一定会感到睡眠不足，因为欣赏这种在洞穴中表演的弗拉门戈舞几乎是必须的行

程。这种表演通常安排在萨克罗蒙特山丘，会有游览车从旅馆将旅客接走，载齐其它散客后一起

出发。

表演前会安排一段阿尔拜辛区的夜间导览活动。首先，导游带游客前往当地的Tapas喝一杯西班牙

国酒Sangrita，接着介绍本区的历史和景点，再开往圣尼古拉广场欣赏阿兰布拉宫夜景。整个游览

活动结束后，才带队前往萨克罗蒙特山丘洞穴欣赏表演。

表演一共分上下两场，表演者是吉卜赛者，或许是天性的关系，他们的歌声中往往流露出浓浓的

沧桑和哀怨。整场表演约1小时，附赠1杯饮料。表演结束时已是凌晨1点多，不过别担心，游览车

会将大家安全地送回旅馆。

1）Los Tarantos

Sacromonte 9；电话958-224-525；25欧元（可向下榻的旅馆或当地旅行社购票）

2）La Rocio

Cno. del Sacromonte n70；电话958-227-129；25欧元（可向下榻的旅馆或当地旅行社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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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拉纳达大教堂

收复格拉纳达之后，天主教君主一声令下，于1518年开始兴建这座大教堂（Catedral of Granada）

。教堂原本是以哥特式与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为蓝本，但由于历经多年的建造与多位不同风格的

设计师，18世纪完工时，已成了混合多种风格的银匠式教堂。教堂立面由3座大型拱门组成。由建

造罗马凯旋门的建筑师Alonso Cano设计。礼拜堂（Capilla

Mayor）里还立着两位君主祈祷的塑像。 

(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开放时间：4月～9月周一至周六10:45~13:30、16:00~19:00；周日16:00~19:00；10月～次年3月周一

至周六10:30~13:30、15:30~18:30；周日11:00~18:30

门票：2.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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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达卢西亚阳光海岸

阳光海岸（Costa del Sol）包含了西班牙地中海沿岸长达300公里的海岸线。位于格拉纳达省、马拉

加省和加的斯3省境内。北边山脉的阻隔使得这一带免受北风侵袭，而且，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沙

滩，崎岖的海湾以及利于船只停泊的港口，最重要的是其中年温和的气候和每年超过300天的晴朗

天气，所有这些条件使得这里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度假地区。 

(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1、托雷莫利诺斯

这是个典型的海滨度假休闲小镇，除了有许多大兴度假饭店外，还有许多小型的度假公寓。托雷

莫利诺斯（Torremolinos）之所以成为阳光海岸重要的度假地点。是因为它距离门户马拉加仅约12

公里，而且这里拥有便捷的交通网，游客可以轻松抵达阳光海岸的其他城镇。

这里的空气总是弥散着慵懒的气氛，每天大约9点过后街头才会醒来，来往的行人个个身着泳装或

轻便短裤向海滩的方向前进，租个躺椅和阳伞，就可以在海边耗上一天。肚子饿了，就点份Ta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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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一下肠胃，傍晚回饭店梳洗后再找家餐厅好好大吃一顿，为一天划下完美的句号。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顺着圣米歇尔街往沙滩方向走，就会抵达Bajondillo。这里是典型的阳光海岸住宅区，原本是渔民

和农夫的居住地，自古以来一直被海盗垂涎。一间间挂满花盆的白璧屋沿着山壁而建，这些白璧

屋现已改建为一间间极具特色的商店。顺着阶梯走到尽头便是沙滩区，在这里可以尽享完全的地

中海风情。

旅人提示：巴士总站位于市中心，所有景点皆在步行范围内。

   

2、马拉加

尽管马拉加（Malaga）不像她的邻居城市们那么有名，却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这里分

散着众多的历史古迹，从公元3世纪的古罗马圆型剧场，6世纪的穆斯林城堡，到8世纪由清真寺上

改建起来的教堂等等数不胜数。同格拉纳达一样遍布着伊斯兰文化的痕迹，马拉加还有着独有的

优势——海滩。此外，新落成的毕加索博物馆会让艺术爱好者们陶醉，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这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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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生的画家众多著名的早期作品。马拉加是天才画家毕加索的故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莱桑

德赞誉这片美丽的地方是“天堂般的城市”。它位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中海太阳海岸的

一个港口城市。

市内交通：

在火车站可搭乘4路公交车到市中心下车，巴士总站位于城市西边1公里处，从塞维利亚、格拉那

达等其他大城市来的公交车皆停靠于此。

如何到达：

铁路

每天5班火车往返马德里，车程7小时

每30分钟1班火车往返托雷莫利诺斯，车程20分钟

长途巴士

每15分钟1班巴士往返托雷莫利诺斯，车程20分钟

每天4班巴士往返龙达，车程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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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程推荐

   

1、游在塞尔维亚

线路特色：徜徉在古老街巷中，寻访塞维利亚的精华。

D1：塞维利亚大教堂→大主教宫→西印度档案馆→塞维利亚王宫→教士医院→水巷→圣十字广场

→圣玛利亚教堂→彼拉多之家→圣埃斯特班教堂→皮奈罗之家 

古城中心的塞维利亚大教堂是世界三大教堂之一，以宏伟的希拉尔达塔为标志。它与塞维利亚王

宫、西印度档案馆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教堂边的大主教宫则是典型的塞维利亚巴洛克风格

建筑。王宫的花园充满浪漫色彩，和塞维利亚的所有花园一样种着橘树。

塞维利亚的精华无疑在圣十字区，水巷就是其中的缩影。狭窄的小巷，白色的住宅，幽静的庭院

，鲜花点缀的墙壁，即使在骄阳似火的盛夏也能让人心情宁静。穿过水巷来到圣十字广场，周围

有很多不错的餐厅可以吃午饭和休息。

下午继续在圣十字区和周边漫步，有不少小教堂和宅邸的建筑和装饰都值得驻足观赏。晚上不妨

回到圣十字广场，在著名的弗拉门戈酒吧洛斯�加洛斯度过一个激情澎湃的夜晚。

D2：玛丽亚�路易莎公园→塞维利亚大学→黄金塔→慈善医院→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塞维利

亚市政厅→马格达雷纳教堂→省立美术博物馆

玛丽亚�路易莎公园不仅是一座美丽的花园，也拥有好几座很值得参观的博物馆。从西班牙广场

前的大路出来，对面就是塞维利亚大学。大学的前身是烟厂，歌剧《卡门》的很多故事就是在这

里上演的。

从大学正门出来左转再左转，走到瓜达尔基维尔河边，就能看到黄金塔。黄金塔边有很多露天咖

啡座可以休息，如果走到河对岸远眺，视野就更开阔了。

从黄金塔转过街角向东，就来到慈善医院。虽然是救助贫民的慈善机构，它的教堂内却装饰得金

碧辉煌，还有不少名家画作。回到河边大路继续向北，眼前的巨大圆形建筑就是著名的斗牛场了

。如果在斗牛季节来到塞维利亚，无论如何不要错过斗牛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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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斗牛场出来向东步行10分钟左右就来到新广场，广场边的市政厅是西班牙银匠式建筑的代表。

市政厅后的街道就是来到塞维利亚不可不逛的西尔皮斯街，各种特产都找得到。

如果不想在购物上花太多时间，可以继续参观巴洛克建筑的杰作马格达雷纳教堂和省立美术博物

馆，博物馆收藏着很多塞维利亚派画家的名作。

   

2、游在科尔多瓦

大清真寺→百花巷→斗牛博物馆→科尔多瓦王宫→罗马桥→安达卢斯博物馆→小马广场

如果在科尔多瓦只有一天时间，第一目标当然是大清真寺。如果前一天晚上住在科尔多瓦，就可

以一大早赶在9：30弥撒之前进去，省下8欧元的门票。

从清真寺出来，右手边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巷就是百花巷，一不小心就会错过了。小巷白色的墙壁

上装饰着盆花，从花枝招展的一线天间远望塔楼的美景不知道谋杀过多少胶卷和内存。

百花巷所在的旧犹太区到处都是这样美丽的白色小巷，曲折狭窄，很容易迷失。坚持一直向西走

的话，步行10分钟就来到一段古城墙边。这里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是犹太人曾在这里生活的

见证。和它并排的还有两座小博物馆：斗牛博物馆和安达卢斯之家博物馆。

旧犹太区里也到处都是小餐馆和酒吧，走累了或迷路了可以随时坐下来休息休息。

沿着城墙向南走，城墙的尽头有小小的一片橘林，穿过橘林就来到王宫的城堡，城堡后有大片的

美丽花园。

沿着河边向上游走，经过一座水车磨坊和一座小凯旋门，眼前就是古朴的罗马桥。走过大桥，迎

面一座庄严的城堡，现在是安达卢斯博物馆。

继续沿河向上游走，经Miraflores桥回到旧城区。在过河后第一条小路右转，走10分钟就会看到街

心的小马雕塑喷泉，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马广场了，当年塞万提斯也曾经在广场上散过步呢。而

他住的地方就是旁边的小马客栈，直到现在这里还保持着古客栈的风貌。

小马广场周围到处都是餐厅和酒吧，可以坐下来好好地享受一顿丰盛的科尔多瓦大餐了。

   

3、游在格拉那达

在格拉纳达观光，一切都行程围绕阿尔罕布拉宫；而在阿尔罕布拉，一切行程都围绕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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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阿尔罕布拉宫→赫内拉里菲宫→阿尔拜辛区

如果已经在网上预订了阿尔罕布拉宫的上午票，当然要在第一时间进入，在大队游客到来之前享

受难得的、宁静的花园晨曦。下午坐32路旅游迷你巴士去阿尔拜辛区，这里不但是古老的摩尔人

住宅区，还有远眺阿尔罕布拉宫的最佳地点：圣尼古拉广场。内华达雪山衬托下的阿尔罕布拉宫

格外壮丽，很多明信片照片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如果预订了下午的门票，行程当然要颠倒过来。

阿尔罕布拉的下午场14点进场，最好提前一点到，进门也是要排长队的。

如果没有提前预订阿尔罕布拉宫门票，请一大早到售票处排队，能多早就多早。要知道在这里和

你拼勤劳的不是西班牙人，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接下来的行程，同样视买到了哪一场门票

而定。如果没有买到当天票，第二天要更早起床。

夜生活不可错过的是萨科拉蒙托区的窑洞弗拉门戈，这可是原汁原味的吉普赛人的弗拉门戈。从

阿尔拜辛区可以步行过去，或者请旅馆代订包接送的演出票。

旅人提示：1）要仔细确认门票上允许进入王宫的时间，迟到30分钟以上作废，你就看不到阿尔罕

布拉最精华的部分了。参观阿尔罕布拉的行程，也就以此为准展开。

2）因为王宫中不允许吃东西，务必在进入前储备足够的热量。而在阿尔拜辛区，到处是漂亮的小

饭店可以大快朵颐，遇到大家都在排队的甜食店也不妨凑个热闹，多半不会失望。

3）住宿最好选择新广场附近，所有旅游迷你巴士都在那儿发车，离大教堂也只有几分钟行程。

D2：格拉纳达大教堂→王室礼拜堂→神圣教堂→慈母宫

这一天的行程很轻松，景点几乎全部集中在同一建筑群中，巍峨的格拉纳达大教堂、埋葬着天主

教双王的王室礼拜堂是其中的重点。另一个重点是教堂周围的小巷上那些出售工艺品的小店，陶

器、银器都是格拉纳达的特产，也是把格拉纳达带回家的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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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达卢西亚美食篇

   

1、食在科尔多瓦

科尔多瓦的传统饮食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古罗马和阿拉伯。古罗马人带来的橄榄油长盛不衰，几

乎适用于任何食品；阿拉伯人的影响体现在酸甜的口味方面，例如当地人最喜欢的小吃腌渍银鱼

。科尔多瓦的点心也很有阿拉伯风味，以甜点心为主，会大量使用干果和果仁。甜点以枸橼松饼

为代表，它有一个别致的名字叫“天使的头发（cabello de 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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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多瓦的林地出产上好的牛肉和猪肉，肥沃的河谷则种植着味道甜美的蔬菜，厨师就用这些当

地农产品烹制出美味佳肴，比如乳猪和炖牛尾。最著名的当地菜肴是科尔多瓦蔬菜凉汤（Salmorej

o），这是用西班牙凉菜汤、番茄、鸡蛋、火腿、茄子、蚕豆和奶酪搅拌而成，蘸面包吃别有风

味。 

推荐酒店：

Alhambra churros

西班牙油条配巧克力是西班牙特色早餐。刚出炉的细长油条，十分香脆，本身就略带甜味，蘸上

浓稠的巧克力，味道很好。配上橙汁更是绝妙，感觉有点甜腻时，喝口鲜榨的橙汁，以酸化甜。

地址：Plaza Bib-Rambla，靠近大教堂。

特色菜：churros con chocolate西班牙油条配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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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餐厅Plaza Nueva

新广场很近的小巷里，周围遍布了餐厅、酒吧，可以说家家都很好吃。Leon是家小餐厅，有着强

烈的安达卢西亚的装饰风格，拼贴的彩色瓷砖，绣花的窗帘布，还有白色蕾丝的桌布。先上前菜

，一份是土豆色拉和肉肠拼盘，吃肉肠的感觉始终像在吃早餐。另一份是蔬菜肉汤，是在客人面

前从一个小锅里现盛出来的，蔬菜肉汤很好吃。之后是主菜，一份炸鱼，配了一些蔬菜色拉，还

有一份猪排，配菜只有薯条了，要是有辣酱油吃起来就来劲了。后是甜点，类似于蛋奶布丁，但

是，还是有分层的，做起来应该并不简单。共消费23欧。

地址：近Plaza Nueva新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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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在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的饮食非常多样化，周边丰富的物产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来自加的斯的海鲜、哈恩

省的橄榄油以及边界的赫雷斯的雪利酒都广受欢迎。最有名的佳肴是炖牛尾（El Rado de

Toro）和炸鱼（Sabalo Frito）。

至于甜点，主要有甜蛋黄、玉米饼、海绵蛋糕、油煎蛋饼、甘诺特等等，圣雷安德罗修道院和圣

保拉修道院的甜点都很出名，在修道院门口的接待处就能买到。另外，千万不要错过埃斯特帕的

“蒙特卡多”（mantecado），这是一种塞维利亚最有名的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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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品尝到真正的塞维利亚风味菜，最好是去一些小酒馆，那里不仅菜的品种多，而且很便宜。通

常，夏天最受欢迎的菜是具有消暑作用的沙拉、蔬菜冷汤及肉酱；四月圣周期间的主食是鳕鱼；

大部分餐馆全年都有胡瓦山出产的精致火腿、桑鲁卡明虾等名菜，佐以塞维利亚有名的蒙萨隆尼

亚酒，实在是一流享受。

WOK连锁——北京饭店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在西班牙，华人开的海鲜自助连锁店WOK却是非常实惠。WOK是一家由西班牙人经营的餐饮公

司，采取加盟制。大都是温州人加盟。塞维利亚的WOK位于兵器 广场长途汽车站前的Calle de Arj

ona大街中段，名为“北京饭店”。这家店的广告做得很大，在汽车站内就能看到很大的广告牌，

很好找的。自助餐的价格是每人11欧。自己选择生的海鲜拿到柜台让里面的师傅加工，海鲜种类

繁多，还有日本寿司，非常值。

   

3、食在格拉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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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的菜肴承袭着摩尔时代的传统，带有明显的阿拉伯风味，特别体现在大量香料的运用和

丰富多彩的甜食上。格拉纳达最著名的甜点是海绵蛋糕

（Pionono），这是位于郊区的圣达菲（Santa Fe）的名产。此外甜南瓜、野黑莓苹果派、蜂蜜吐

司、奶酪蛋糕也非常受欢迎。寻找好吃的甜食：一般各修道院的修女们都有制作甜点心的传统，

门口的接待处就有出售。另外，认准门口大排长龙的甜食店准没错，尤其是在阿尔拜辛区。

另一方面，靠近地中海的格拉纳达也是安达卢西亚“地中海式饮食”的代表之一，周边地区新鲜

而丰富的农产品和海鲜保证了食物的美味，大量橄榄油的运用使得饮食更加健康。推荐炸鲜凤尾

鱼（boquerones fritos）。

对中国人来说，格拉纳达一种无论做法还是味道都酷似油条的早餐食品Churros显得非常亲切。但

当地人是蘸巧克力吃的，也不妨尝试一下。

美食集中地：新广场和天主教伊莎贝尔广场周围有不少餐馆都能品尝地道的格拉纳达美食，10欧

元可以吃到不错的套餐，15欧元就能吃得很丰盛。大部分的酒吧里点一杯1.5欧元的饮料都附送一

份开胃小食（Tapas），多走几家，既是了解当地人生活的好机会，又能吃得花样繁多。这在马德

里、巴塞罗那等大城市中几乎已经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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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钱帖士：

可以直接饮用的喷泉水边都有标识，比如阿尔罕布拉宫的喷泉水就很甜，可以趁机灌满水壶；在

大型超市里买食品最便宜；在酒吧、咖啡吧里站在吧台边吃比坐下享用套餐便宜；同样的套餐，

午餐比晚餐便宜；风味小店比大饭店便宜，可能味道还更好。

特色美味：黑脚猪生火腿“Jamon Iberico”毫无争议的是全世界最美味的生猪肉火腿，丰润肥美

，入口即化。Iberico是一种西班牙吃橡树子的黑色香妃猪，区别于肉质粗糙的白毛猪(Serrano)，

这种猪肉非常贵，是因为西班牙对其品种及饲养方法非常严谨，产量也不多。一般的黑猪都在西

班牙南部一带的草原放牧，主要的食粮为橡果及香草，每日起码步行10公里。游客可以参加一日

游团到Huelva一带的牧场及Jamon Iberico的主要制造工场Jabugo参观。

酒吧：

阿尔瓦伊辛区靠近科隆大街的街区是酒吧和小商铺最集中的地方，这里不分昼夜，永远充满着喧

嚣和浮华。其中最有特色的要数这里的酒吧，主要集中在Calle de Elvira街一带。进入这些酒吧，

如果点一杯酒都会免费送上一份Tap。Taps的西班牙语发音是“塔巴”，意思是“下酒菜”。每家

酒吧送的Taps都不相同，有时是一份虾仁色拉、有时是一块夹着生火腿的面包，还有的会送一份

炸鸡块；且都是各酒吧的拿手小菜，反正每家都不会重样的。关键是这里的价格非常便宜，一杯

啤酒只要1.5到2欧。在炎热的夏天，进去喝一杯啤酒，再吃一份Taps，即可以补充水分，又能填饱

肚子。

Bodegas Castan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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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超人气的Tapas几乎是夜夜爆满。这是一间典型的西班牙小酒馆，吧台上方挂满了熏火腿，吧

台前挤满了聊天、喝酒的西班牙人。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是总给人一种欢乐的气氛。这里的本地

顾客不但喜欢被拍照，看到来吃Tapas的外国人，还会忍不住多看两眼。酒馆提供英文菜单，让不

懂西班牙文的顾客知道究竟点了什么东西。值得推荐的菜式Tabla Castaneda和Verbena de Canapes。

地址：c/Almireceros,1y3 

电话：958-223-222

非常好吃的酸奶店：YOGURTL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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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CALLE CANDILEJO，从CASA PILATOS下面的CALLE

AGUILA一直往下走，走个5-10分钟左右，左手边的一条岔路就是CALLE CANDILEJO，进入之后

走个10米就可以看到这家了，名字是YOGURTLANIA。物美价廉，酸奶味超正，有2欧，2.5欧，3

欧，4欧，几种杯子大小，一般来讲2.5或者3欧的就可以吃得很爽了。

先选择涂在杯底和杯壁的酱，可以选水果系列的也可以选巧克力系列的，推荐选水果系列，因为

酸奶上面还会淋一层酱，如果都选巧克力系列的有点太甜腻了。下面和上面的酱都选好后还可以

选洒在最上层的小东西，巧克力豆啊饼干⋯⋯总之夏天消暑吃这个比冰淇淋好，对MM来说又有

营养又不会太凉而伤身。

100 montaditos

地址：Avenida de la constitución 大教堂旁边。

montadits，就是mini版的长面包，烤香，中间夹东西，整整100种口味。自助形式，拿个单子自己

                                             76 / 107



�������

安达卢西亚攻略
画勾，再去给钱。这家店味道确实不错，也挺实惠的。 

Montaditos菜单：jamon 西班牙这边的火腿，极品的是jamon

iberico，非常贵，据说产这种jamon的猪是只吃橡果长大的。

chorizo 也是一种火腿，感觉肉质比jamon更干更咸一点

lomo 里脊肉   salchicha 香肠

pollo 鸡肉  pato 鸭子  carne 肉，一般是指猪肉

atun 金枪鱼  salmon 大马哈鱼  gamba 虾仁

tortilla de patata 土豆加鸡蛋煎的饼

salsa 酱  ensalada 沙拉  queso 奶酪

pimiento 青椒  cebolla 洋葱  lechuga 生菜  tomate 西红柿  patata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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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安达卢西亚住宿篇

   

1、住在科尔多瓦

1、La Palmera

ostal La Palmera酒店位于科尔多瓦，提供超值的住宿。酒店位置优越，靠近A-4高速公路。酒店拥

有24小时接待处、免费的无线网络连接，附近还有免费停车场。客房明亮，配备有电视、床头柜

和衣柜。酒店提供私人浴室和共用浴室。距离犹太区只有30分钟的步行路程。可以参观阿勒卡萨

雷斯王宫和科尔多瓦的梅斯吉塔清真寺。酒店提供行李寄存服务，设有旅游咨询台，可提供周边

地区的信息。酒店旁边有一个大型的El Corte Inglés百货商店。 

价格：单人间 带共用浴室15欧元；双人或双床间30欧元

网络连接：免费！酒店在各处提供无线网络连接，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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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美国运通卡，维萨卡，欧洲/万事达卡，Carte

Bleue蓝卡，大来卡，自动提款卡， Red

6000卡，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之前预刷其信用卡。

2、Hotel Riviera

Hotel Riviera酒店位于Córdoba市历史中心，距离巴士及AVE火车站仅有10分钟步行路程。酒店提

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客人在附近停车可享受优惠。客房配有空调、卫星电视、保险箱和办公桌

，私人浴室设有浴缸和淋浴。酒店位置居中，短暂步行即可到达许多酒吧和餐厅。酒店设有24小

时前台，旅游咨询台提供汽车出租服务。酒店设有行李储存处，提供洗衣、熨烫和干洗服务。 

价格：单人间30欧元，双人或双床间60欧元

网络连接：免费！酒店在各处提供无线网络连接，不收费。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美国运通卡，大来卡，JCB卡， Red

6000卡，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之前预刷其信用卡。

3、Hostal El Triunfo

Hostal Triunfo旅馆坐落在Córdoba市美丽的老城区内，紧邻Mezquita大教堂，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

接以及带电视和保管箱的空调客房。客房配有私人浴室和电话。旅馆的餐厅供应代表性的安达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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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美食，如浓番茄汤（salmorejo

soup）和flamenquín香肠等。餐厅设有一个室外露台供您在阳光下享用餐点。 

旅馆距离Córdoba市的罗马桥仅有100米，步行5分钟内即可到达犹太区（Judería）和Synagogue

犹太教堂。

价格：单人间35欧元；三人间：60欧元

网络连接：免费！酒店在各处提供无线网络连接，不收费。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美国运通卡，维萨卡， 欧洲/万事达卡，大来卡，JCB卡，Red

6000卡，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之前预刷其信用卡。

4、Gracia de Córdoba

这间小型的、友好的酒店享有市中心区域的理想地理位置，非常适合游人探索游览美丽的科尔多

瓦（Cordoba）。居住在这间位于市中心的温馨酒店内，会体验家一般的感受。从酒店出发可以

前往科尔多瓦主要的景点、商店、餐馆和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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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单人间35欧元，双人间70欧元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维萨卡，欧洲/万事达卡，Red

6000卡，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之前预刷其信用卡。

   

2、住在塞维利亚

1、Sevilla Urbany Hostel

这家新建成的旅馆适合背包族，毗邻安达卢西亚首府中心的文化和娱乐场所。旅馆提供实用和简

约的住宿，拥有年轻和国际华氛围。有双人房和宿舍床铺、共用和设施齐全的厨房、电视和DVD

室以及自动售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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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8床混合宿舍的一张床位11欧元；6床混合宿舍1张床位12欧元；4床混合宿舍的一张床14欧

元；三人间带私人浴室56欧元；四人间设有私人浴室56欧元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维萨卡，欧洲/万事达卡，JCB卡，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之前预

刷其信用卡。

2、Pension Monreal

旅馆建筑是传统的安达卢西亚房子，位于迷人的圣克鲁斯区，步行仅2分钟的大教堂和城堡。24小

时接待和提供免费的Wi - Fi的空调房。你可以选择与私人或共用浴室的客房。客房设有瓷砖地板

和黑木横梁。部分客房设有私人阳台。从这里可以步行到Maestranza斗牛场和黄金塔从蒙雷阿尔10

分钟左右。驾驶到塞维利亚机场只需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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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单人间带共用浴室20欧元；双人或双床间带共用浴室40欧元；双人或双床间带私人浴室 

50欧元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维萨卡，

欧洲/万事达卡，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之前预刷其信用卡。

3、Hostal Lis

Hostal Lis酒店位于塞维利亚的历史中心，距离大教堂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该酒店拥有典型的塞

维利亚风格装饰、一个庭院和带有免费无线网络连接的客房。每间客房都设有私人浴室和空调，

部分客房享有酒店庭院的景色。前台24小时服务，还设有旅游咨询台，客人可以在此购买当地景

点（如弗拉门戈表演）的门票和旅游巴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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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酒店距离Plaza Espa�a广场不到2公里，距离塞维利亚斗牛场有15分钟的步行路程。Santa

Justa火车站距离酒店有1.5公里，塞维利亚机场距离酒店有15分钟的车程。

价格：单人间20欧元；双人间40欧元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美国运通卡，维萨卡， 欧洲/万事达卡，Red

6000卡，Maestro卡，酒店有权在客人入住之前预刷其信用卡。

   

3、住在格拉那达

Pension Britz

旅馆位于Granada市中心的Plaza Nueva Square广场。从那里可以搭乘公共汽车前往阿罕布拉，或步

行15分钟即可到达，距离格拉纳达大教堂有350米。

Britz旅馆提供基本客房，配备了私人阳台、暖气和吊扇。可以选择入住带私人浴室或共用浴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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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还有免费的无线网络连接。 

价格：单人间带共用浴室20欧元；双人或双床间带共用浴室 34欧元；三人间 54欧元；四人间5

9欧元

地址：Cuesta De Gomerez, 1, Centro,

可接受的信用卡类型：维萨卡，欧洲/万事达卡，Red 6000卡，Maestro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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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安达卢西亚交通篇

   

1、西班牙交通概览

1、火车

西班牙国内大多数的火车线路都由西班牙国家铁路局（RENFE）运营，AVE（高速铁路）以及TR

ENHOTEL（火车旅馆）等多种车次均能提前在RENFE的网站（http://www.renfe.com/

）上购买到4至6折的优惠票。

西班牙北部则有另一家公司FEVE（http://www.feve.es/

）运营方便地穿梭于各城市及小镇间的窄轨火车，因此北方一些城市会有两座火车站，一座是Est

ación de RENFE，另一座是Estación de FEVE。

从西班牙到葡萄牙的火车线路有三条，其中两条由RENFE运营，包括Madrid（马德里）——Lisbo

a（里斯本）的夜火车线以及从巴斯克地区经由San Sebastián（圣塞瓦斯蒂安）、Salamanca（萨拉

曼卡）等市到达里斯本的夜火车线，另一条则是由葡方运营的O

Porto（波尔图）至西班牙北方城市Vigo（比戈）的铁路线，可查询：http://www.cp.pt/

2、大巴

西班牙的大巴由各家公司各自经营，再加上西班牙分区自治，目前没有一个网站可以方便的查到

所有的大巴车次。以下一些网站可能对查询一些车次会有所帮助：

西班牙最大的巴士公司ALSA，运营覆盖全国的线路，包括一些长途夜车：http://www.alsa.es/

马德里主要的汽车站Estación

Sur，从这站出发以及到达这站的车次可以在此查询：http://www.estaciondeautobuses.com/

旅人提示：查询国内车次在左边选择HORARIOS NACIONALES，会出现两个下拉单，第一栏是省

名，第二栏是市/镇名，最下面一条是日期。另外SALIDAS DE

MADRID是从马德里出发，LLEGADAS A MADRID是抵达马德里。

Auto Res / Avanza Bus（http://www.avanzabus.com/）同样运营全国许多城市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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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r（http://www.samar.es/

）运营马德里（Madrid）、托莱多（Toledo）、特鲁埃尔（Teruel）、巴伦西亚（Valencia）、昆

卡（Cuenca）等地的线路；

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要的巴士公司：

TG Comes（http://www.tgcomes.es/）运营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多个城市的线路；

Los

Amarillos（http://www.losamarillos.es/venta/busqueda.jsp

）运营塞维利亚（Sevilla）、加的斯（Cádiz）、马拉加（Málaga）各省的线路，包含许多白色

小镇；

Portillo（http://www.ctsa-portillo.com/）运营马拉加以及南部阳光海岸之间一些城镇的线；

Damas（http://www.damas-sa.es/）含从Sevilla（塞维利亚）至葡萄牙Lagos（拉戈斯）的大巴线路。

3、租车

西班牙国内较常见、网点较多的租车公司是Avis（http://www.avis.com/）和Europcar（

http://www.europcar.com/）

WWW.ALAMO.COM，便宜，要早定，非全险

WWW.DOYOUSPAIN.COM，便宜，全险

WWW.RENTSPAIN.COM，价格适中，非全险

WWW.ECONOMYCARRENTALS.COM，价格适中，全险

WWW.VICTORIACARS.COM，价格适中，部分车需要收取异地还车费，有全险、半险的选择

WWW.BESTSPAINCARRENTAL.COM

，价格适中，但最后跳转到VIPCARS，是一个印度人经营的网站，不知是否有人交易过。

WWW.EASYTERRA.COM，价格适中，有全险、半险、裸车选择。

还有其他的世界知名租车公司如HERTZ，AVIS，这里就不再列举了。一般全险比较贵的，是因为

车公司自己提供的保险，即CDW，TP WITHOUT EXCESS，这种就是损坏的话，一分钱都不扣。

但有些是第三方保险公司提供的全险，就是REFUNADABLE EXCESS，有损坏的话，租车公司先

扣你的钱，然后你再找第三方要回钱。如果是两者价格相差不多，那就选第一种，不用麻烦。

网站给的价格包括的费用都不同，有的包括机场提车费，有的包括异地还车费，有的包括CDW或

TP。但所有的网站报价的费用一定有强制险，就是第三方险及火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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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险的各个公司的费用也不同，有30欧一天的，有15欧一天的，还有第一天15欧，后每天5-10欧

的，也有按一程100欧算的。要看清楚条例，或者写信问。

ECONOMYCARRENTAL的2欧费用，是你交了钱之后，它也回复确认订单后你又退车的；假如你

交了钱之后，他们没有你所要的车，那都是全额退费的（其官网如是说）。

有些网站如VICTOIRACAR有取消险，如果选了取消险，退费就扣除取消险的金额，大概是9欧，

其他金额退回。

BESTSPAINCARRENTAL，付款7天内，提车2天前，可全额退款。GOLDCAR、MALAGACAR也

是便宜的租车网，但不是有很多城市可以选择。特别是异地还车，就不具备优势了。

   

2、科尔多瓦交通

飞机：

科尔多瓦机场是地区性小机场，仅仅能容纳小型飞机起降，航班很少。再加上科尔多瓦处在AVE

高速铁路线上，所以很少有游客会选择乘飞机前往。

科尔多瓦机场距市中心只有6公里，乘车10分钟就可以到达。

机场巴士：周一至周五，每天有15班机场巴士往返，运营时间6:30-22:30，周六、日班次会有所减

少。

火车：

科尔多瓦与马德里、塞尔维亚都有时速250公里的AVE高速列车连接，往来非常方便。除昂贵的A

VE外，也有较便宜的列车，速度只是稍慢一点，但车次比较少，也没有那么豪华舒适。如果计划

多次乘坐火车，并且距离较长，可以选择西班牙铁路通票。如果只打算用一天时间游览科尔多瓦

的精华景点，可以以此作为两大城市之间的中点站，不必安排住宿。

科尔多瓦—马德里：AVE高速列车从8：03到22：28共19班，车程1小时50分钟，票价61.8欧元。AL

TARIA和TALGO列车从9：09到22：48共7班，都集中在上午和晚上，车程2小时10分钟，票价48.4

欧元。

科尔多瓦—巴塞罗那：最便宜的当属Garcia Lorca列车，运行时间10：00-20：51，票价55.4欧元。

虽然要坐一天时间，但沿途风光还是非常美丽的。另外有两班AVE高速列车，运行时间分别为17

：00-22：54和18：04-23：33，票价125.4欧元。两班TRENHOTEL

                                             88 / 107



�������

安达卢西亚攻略
卧铺车运行时间分别为22：36-8：06和22：52-9：27，票价91.5欧元，另加卧铺费。

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从马德里到塞维利亚的AVE列车基本都在科尔多瓦停站，从8：20到23：52

共17班，车程45分钟，票价25.5欧元。另外还 有8班AVANT列车，车程同样45分钟，票价只要14.4

欧元；6班安达卢西亚特快，车程1小时20分钟，票价仅8.2欧元。

科尔多瓦—格拉纳达：每天两班ALTARIA列车，运行时间分别为9：50-12：16和19：07-21：37，

票价32欧元。

科尔多瓦火车站位于市区北部，与长途汽车站在一起。从火车站到市中心可以乘坐3路公共汽车到

Plaza Tendillas，这里距大清真寺约500米。

长途汽车：

科尔多瓦有开往安达卢西亚大区境内所有城市的长途汽车，主要是塞维利亚、格拉纳达、马拉加

等地，去马德里也可以乘坐长途汽车。比起火车，长途汽车的速度虽然慢得多，但价格低廉，也

还算舒适。

科尔多瓦－马德里：395公里，车程5小时，票价25.25欧元。

科尔多瓦－塞维利亚：144公里，车程2小时，票价9.8欧元。

科尔多瓦－格拉纳达：166公里，车程2小时45分钟，票价10欧元。

科尔多瓦－马拉加：165公里，车程2.5小时。

科尔多瓦长途汽车站就在火车站对面，可以乘坐3路公共汽车到市中心。

   

3、塞维利亚交通

飞机：

欧洲各大城市包括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每天都有班机抵达塞维里亚；马德里－塞维利亚之间的飞行

时间大约为55分钟，每天有5-6次班机，在冬季时候班次可能会有所变更；此外，塞维利亚和阿利

坎特、瓦伦西亚、拉斯帕尔玛斯、巴塞罗那等各大城市间也有航班。

SAN PABLO机场在塞维利亚城的北面方向12公里处，机场巴士每半小时一趟开往市中心，其票价

相对于出租车要便宜很多。

火车：

塞维利亚和西班牙其他城市如巴塞罗那、卡蒂兹、科尔多瓦、格拉纳达、韦尔发、马德里、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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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瓦伦西亚等城市间都有互通的列车。与马德里之间有每小时一班、每天15班AVE高速火车对

开；特快及快车每天4班。

旅人提示：可以在Santa

Justa火车站里可买到地图和宾馆示意图等资料，并且可以使用投币式储物柜寄存行李。

客车：

从马德里E-5号高速公路也可以到塞维利亚。在游览过马德里之后，想再去塞维利亚，是非常方便

的。塞维利亚的公共汽车网以C-1、C-2、C-3、C- 4四路车为基础，它们绕着塞维利亚的公车线路

行驶，四方都有通向市中心的车。主要的公共汽车站集中在旧城区市中心的努瓦广场、拉安卡纳

希弘广场。

公交：

在塞维利亚市，可以步行至城市的绝大多数地方，尽管市内有很多巴士，但基本上都用来到达郊

区。

如果你想乘公交在市内游览，在Plaza de la Encarnación、Plaza Nueva或者位于Avenida de la Constitu

ción的大教堂前面，可以找到通达城市各处的公共汽车，因为公共汽车的大多数线路都会在这几

个地方相交。公共汽车的运营时间是每日6：00-23：15。

市观光推广局（city tourist office）提供一些关于公交路线的册子。环城而行最佳的巴士是C1和C2

，不论远近，费用为1€（$1.20）。没有巴士直接到达老城中心，因为这里的街道太狭窄，但是

可以到达其最靠近的站点，然后步行一小段。

如果你需要频繁的乘巴士，最好买一张公交卡，当地叫做Bonobus，费用约为3.90€ （$4.70），凭

此卡，可以乘市内任何一辆巴士10次，也可以供不同的人使用。可以在烟摊、报亭或者市tourist

office（需早上）买到。

若需巴士的有关信息，可拨打90-245-99-54；若在车上遗失物品，可拨打95-442-04-03。

自驾：

尽管塞维利亚的夏天非常炙热，但是自行车租赁仍然备受欢迎。春秋两季当然是最适宜的季节。

Cyclotour是一家专门出租自行车的公司（电话：95-427-45-66），有两个分公司：靠近 Torre del

Oro的Paseo de Colón s/n ；以及位于 Avenida Hernán Cortez的Parque de María Luisa

s/n。Cyclotour的营业时间：10：00-21：00。租金为4小时10€ （$12），8小时则18€

（$22），24小时20€（$24），一周需50€（$60），另需交付押金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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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

马蹄步履缓缓地踩在鹅卵石上，回声清脆悦耳，听起来甚是浪漫。在Plaza del Triunfo的东边，可

以看到成群的马车，那是它们的主要聚集地。它们的工作时间自上午10点至晚上11点。费用为35

€-40€（$42-$48），时间为35-40分钟，主要行走在城市宽阔的林荫道上。

   

4、格拉纳达交通

飞机：

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有班机到达格拉纳达。

航空服务电话：901-333-222

火车问讯电话：958-271-272

汽车问讯电话：958-185-010

旅游办事处：Calle  Santa Ana, 4, bajo - 18009 Granada (Granada)

电话：34 958225990

传真：34 958223927

火车：

马德里每天下午11:15分会有一班高速列车驶往格拉纳达，十分钟后格拉纳达驶往马德里的高速列

车发车。

客车：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汽车站也都有长途车往返于格拉纳达。马德里与格拉纳达相距434公里。

如何前往阳光海岸：

阳光海岸位于格拉那达省、马拉加省和加的斯省3省境内的300公里的海岸线上。比较有名气的城

市是马拉加市、托雷莫利诺斯市和马尔韦利亚市。其中马拉加是马拉加省首府，托雷莫利诺斯和

马尔韦利亚是马拉加省的两个城市，这些城市前往阳光海岸的交通如下：

本区交通以巴士最为便利，火车仅停靠马拉加、托雷莫利诺斯等几个大站，加上巴士票价便宜，

十分受旅游者青睐。游客可以在个城市的巴士总站或旅游客服务中心索取巴士时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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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韦利亚长途巴士：

每天约10班巴士往返马德里，车程7.5小时

每天3班巴士往返塞维利亚，车程4小时

每天约4班巴士往返格拉纳达，车程4小时

每天4班巴士往返龙达，车程1.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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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安达卢西亚购物篇

1、科尔多瓦

在科尔多瓦购物的选择很多，可以选择当地的陶器作为家中的装饰品，也可以购买巧夺天工的银

质珠宝、皮革手工艺品、科尔多瓦帽子，甚至是西班牙古典六弦琴。 

(图片由网友 @世态烟凉 提供)

在科尔多瓦老街，各具特色的商店数不胜数，各店所出售的手工艺品也是物美价廉。其中，皮革

制品和华丽的银刻是科尔多瓦最受欢迎的纪念品。在珠宝区和诸如romero，deanes，torrijos和la

calleja de las flores这样的老街中还有很多可以作为纪念的商品购买。cruz conde，conde de

gondomar和ronda de los tejares是科尔多瓦当地最活跃的经济区。el阿瑞纳周日街市场（el arenal

sunday street market）是购买衣服、人造珠宝首饰、背包、鞋子的好去处，而且价钱也很合理。

另外，在科尔多瓦犹太人街有琳琅满目的各种特产和纪念品，可以满足你外出旅游的购物欲望。

科尔多瓦犹太人街是指清真寺周围、以前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2、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传统手工业发达，精美的刺绣、陶器都非常出名，对女士来说，绣花的丝绸披肩是最好

的旅游纪念品。因为是弗拉门戈的发源地，这里也有很多出售弗拉门戈服饰和吉他的商店。

西尔皮斯街（Calle Sierpes）：在旧城区中，有很许多卖陶瓷工艺品、吉他、传统弗拉门戈服饰、

扇子及刺绣品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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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维弘（Nervion）：靠近圣胡斯塔车站，附近有不少大型百货公司。

特里亚纳区（Los Remedios Triana）：有很多流行服饰店，还有一座陶瓷市场（Mercado de

Ceramica）。

马格达雷纳市场（Mercadillo de la

Magdalena）：有大型的露天市场，可以买到各种皮革制品和装饰品。

展会街（Calle Feria）：每星期四有传统的跳蚤市场。

3、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不仅有众多摩尔文化留下的遗迹，民俗工艺品也保留着很多摩尔时代的特色。当地特有

的手工绘制陶器Ceramica Granadina、镶嵌工艺制作的木器、手工打制的银器等等，都有鲜明的阿

拉伯风格，甚至会让人以为到了中东城市。很多工艺品都有以石榴为主题的装饰，因为石榴是格

拉纳达的象征，格拉纳达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石榴”。格拉纳达大教堂周边的小路上有很多手工

艺品店，值得慢慢逛逛。这些商店大多不午休，周日也照常营业，对旅游者来说很方便。 

Artesania Susi

地址：Pl. Isabel la Catolica 2（慈母宫附近）

主营：Ceramica Granadina

价位：格拉纳达特色鲜明的小东西1欧元起，可以当作纪念品或小礼物。也有很多昂贵的珍品。

Miguel Angel

地址：C. Zacatin 15（王室礼拜堂边的小街）

主营：手工银饰

价位：耳环、戒指等小首饰约2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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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激情弗拉门戈观看地

免费的弗拉门戈表演：

每年4月中下旬开幕的“费里亚”（Feria de primavera de Sevilla）春会是西班牙三大传统节日之一，

届时城市各处会临时搭建起1000家左右的帐篷“卡塞塔”（Casetas），期间会有大型户外弗拉门

戈舞的表演；每年夏季，以塞利维亚西班牙广场为主会场，还会举行规模盛大的弗拉门戈节，全

部露天演出，可免费观看。

塞维利亚最受当地欢迎的弗拉门戈表演场所：

Corral de la Morería

入口墙壁的照片上，可以找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如滚石乐队的Bon Wood、拳王阿里等等。这里非常

热门，以至于玛丽亚�凯丽也要提前1个月打来电话预定。在已有50多年历史的酒吧里，那些渐入

暮年且并不美丽的男人女人们，用忧伤的眼神和笃定的嘴唇，为精神歌唱，为灵魂舞蹈。表演从

每晚9:30开始，票价50欧元/人。

地址：Calle Rodó, 7 - Barrio del Arenal

Casa Carmen Arte Flomenco

这栋19世纪修建的小楼附带一座露天花园，夏季时会有不定期的户外演出，表演者均为当地剧团

退役演员，内容也相当精彩，并附有英文简介的剧目单。表演从每晚9时开始，票价35欧元/人。

地址：Calle Marqués de Paradas,30

El Patio Sevillano

这是一家专门经营弗拉门戈表演的大型秀场。与塞维利亚其他深藏在巷子里的小酒馆不同，这里

有更加开阔的舞台与观众席、声光效果绝佳，光顾此处的多是外国游客。每晚8:30开始一共有4轮

演出，票价45欧元/人(含一 杯红酒)。

地址：Paseo de Cristobal Colón, 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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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安达卢西亚旅游关键词

1、名人

毕加索：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出生在西班牙马拉加（Malaga），是当代

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立体画派创始人，他和他的画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不

朽的地位。跟一生穷困潦倒的文森特�凡高不同，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在1999年12月法国一家报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

查中，他以40%的高票当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十个画家之首。

2、小说

1）《卡门》

剧情发生地：塞尔维亚。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梅里美创作的的短篇小说，《卡门》（一名《嘉尔曼

                                             96 / 107



�������

安达卢西亚攻略
》）是梅里美的代表作，它讲述了生性无拘无束的吉卜赛女郎从事走私的冒险经历。

2）《费加罗的婚礼》

宫廷诗人洛伦佐�达�彭特根据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喜剧作家皮埃尔�奥古斯丁�卡龙�博马舍的

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博马舍共写过三部以西班牙为背景的喜剧，剧中的人物都相同。分别是《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和《有罪的母亲》，创作于1732-1739年。

3）《唐璜》

是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代表作，是一部长篇诗体小说。剧中男主角唐璜出生于塞尔维亚的

大贵族家庭，生性风流，与唐伯虎类似。

4）《安达卢西亚的夏天》

作者杰基�托德，英国人。以自己的生活为原型写的一部关于自己和丈夫离开英国到西班牙安达

卢西亚小镇生活的故事。在一个古朴而简单的小镇里，她脱离了大城市的窠臼，远离了高楼大厦

的噪杂，认识了新的朋友，开始了新的生活，对比着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异同，享受着宁静和惬意

。炙热的夏天，古老的城镇，陈旧的建筑，朴实的街道，还有一群热情而诚挚的人们⋯⋯

3、歌剧

1）《费加罗的婚礼》

(图片由网友 @木林森 提供)

剧情发生地：十七世纪中叶，西班牙塞维利亚附近的阿尔马维瓦伯爵堡邸。1786年5月1日《费加

罗的婚礼》在维也纳国家剧院首次公演，30岁的莫扎特亲自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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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三部歌剧中的一部喜歌剧，是莫扎特歌剧中的颠峰之作，也

是我国乐迷最为熟悉的一部，是欣赏莫扎特歌剧的入门之作。

2）《卡门》

法国作曲家比才于1874年创作的歌剧，著名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为吉普赛人。歌剧《卡门

》 完成于1874年秋，是比才的最后一部歌剧，也是当今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 四幕歌剧

《卡门》主要塑造了一个相貌美丽而性格倔强的吉卜赛姑娘——烟厂女工卡门的故事。

3）《塞尔维亚理发师》

是一部典型的意大利两幕喜歌剧。是著名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天才般歌剧创作才华的最佳写

照。这部歌剧是罗西尼年仅25岁，用了13天时间完成的一部杰出之作。同时，这部歌剧又带着浓

厚的传奇色彩，因为此剧是歌剧史上少数首演失败的剧目之一（它是在首演一周后才大获成功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考验与历练，这部歌剧至今仍是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是歌剧舞台上历演

不衰的作品之一。罗西尼的歌剧《塞尔维亚理发师》和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同取材自

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三部曲。故事发生在17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年轻的伯爵阿

尔马维瓦与富有而美丽的少女罗西娜相爱，受到了罗西娜的监护人、不怀好意的医生巴尔托洛的

阻挠。然而，伯爵在机智、热心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帮助下，冲破了巴尔托洛的阻挠，终于和罗西

娜结成良缘。

4、音乐

西班牙古典吉他：

1）《Recuerdos de la Alhambra》（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西班牙吉他大师弗朗西斯科�塔雷加的近代古典吉他音乐巅峰之作。《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是

一首吉它世界中的“名曲之名曲”。《这是一支特别适于夜间聆听的古典吉他曲，在古典吉他独

奏曲中，它独树一帜，有“名曲中的名曲”之美誉。《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由于全曲采用轮指

技巧长达3、4分钟，给人以“珠落玉盘”的感觉，所以也有人称之为珍珠曲。

2）《Andalusian Nights》（安达卢西亚之夜）；吉他专辑

作为一位新世纪音乐家，Govi用吉他这种天生丽质的乐器来表达自己的音乐思想，体悟新世纪音

乐的悠远、亲近。用它善于变换的曲调，诠释着音乐人生。

3）《西班牙斗牛士》

这部作品由西班牙作曲家玛奎纳创作，用小号来演奏的一首独奏曲。在这首乐曲中，小号用其高

亢、嘹亮的音色表现出了斗牛士英勇、威武的英雄形象。塞尔维亚Seville是斗牛的起源地，歌剧《

卡门》里的卡门与斗牛士偷偷约会，被情人唐-何塞流着泪杀死。

5、电影

《茄子安达卢西亚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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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参加戛纳影展的一部日本的影片，这也是日本首部参加戛纳影展的动画片。

自行车是表达的方式，但是所表达的内容却是主角帕帕的故乡：安达卢西亚。安达卢西亚是西班

牙乃至是整个欧洲最南端的地方，面临大西洋，那里有灿烂的阳光，金色的沙滩，可以说是西班

牙的普罗旺斯。另一方面，安达卢西亚也是弗拉明戈音乐的起源地，红衣的西班牙女郎在热情的

音乐下起舞，在片中结婚的一段可以看到西班牙的舞蹈。而西班牙音乐在《茄子》中最精彩的表

现则是最后冲刺阶段，伴随着帕帕的抬头突然响起的激昂而又急促的音乐，片子也随着音乐到达

了最后的高潮。

6、安达卢西亚马andalucian

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纯正的马种之一。

身为战马，安达卢西亚马拥有各种优异的结构品质，以应骑在背上的武士各种调遣策骑所需，著

名的西班牙英雄艾尔席德(El Cid)的坐骑巴比耶卡(Babieca)就是安达卢西亚马。而持久力以及可爱

亲切的气质，也是安达卢西亚马的重要特色。除了担任战马之外，后来也担任「欧洲的皇马」，

出现在每一个皇室大殿中，尔后，包括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纷纷成立骑术学院

                                             99 / 107



�������

安达卢西亚攻略
，在这些优秀高级的骑术学院当中，安达卢西亚马因为具备了丰沛的前进气势以及极度灵巧的特

质，因此成为这些学院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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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旅人提示

1）景点开放时间

相当多的景点周一不开放，部分景点周二不开放，还有很多景点在周六或周日会缩短开放时间，

如果在这些日子里到达某地，最好先关注景点的休息时间再安排在当地的参观顺序。

通常下午2点到4点是西班牙人雷打不动的午休时间，这时候大多数景点都会关门，商店也会关门

，下午4点后重新开放。

如果某个城市的景点一周无休，甚至在周末延长开放时间，商店中午也不关门，那么说明这个城

市已经被旅游业所征服了。

(图片由网友  @孙瑶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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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行

周一到周六8：00-14：00营业，6月-9月期间周六不营业。

大多数酒店、餐厅和商店都可以使用信用卡付款。西班牙还不能使用银联卡刷卡消费，请确认携

带的信用卡是国际双币卡，如VISA、MASTER等。

EUFISERV、EURO600网络、花旗银行的ATM机都可以直接用银联卡取现，部分旅游景点周围放

置的ATM机还为银联卡持卡人提供中文操作界面。

3）吃饭

西班牙人的吃饭时间通常是午餐下午2点开始，晚餐晚上9点开始。

在西班牙吃饭一定要做好如下心理准备：大部分菜里盐味十足，部分菜可以咸到发苦；不少菜里

有大量的油；另外几乎没有蔬菜，尤其带叶子的菜更是难得一见（除非你点沙拉）。这不是你找

一家中餐馆就能解决的，因为这里的中餐馆大多都已入乡随俗了。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西班牙餐馆的菜单都陈列在外面，看看没自己想吃的菜或者觉得价格贵可以立即走人，这点非常

好。

如果是一个人吃饭，想省点钱，可以选择餐馆的Menú del día（每日菜单。并非所有餐馆都提供

），通常都是两道菜，列出一些可供选择的菜名，在第一道菜的菜单里选择一道，再到第二道菜

的菜单里选择一道即可，价格是固定的，会大字标注于菜单下方。每日菜单通常还会附赠一些其

他的东西，例如pan（面包）、bebidas（饮料）和postres（餐后甜点），有些每日菜

单里所有都包括，有些只包括其中的一样或几样。

(图片由网友  @张宏亮 提供)

如果是吃正餐（非每日菜单），面包基本上都会上的，并且不管你吃还是不吃都要付钱。通常说

来，饮料也是必须要点的。一定要记得核对帐单！小费通常按消费的5%-10%给（据调查在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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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小费给得并没有那么多，通常1-2欧即可，有时不给亦可），小费并不是强制的，多数

是出于礼节。如果对服务满意可以多给，不满意则少给。

4）上厕所

西班牙大部分的厕所都免费开放，但是在有些地方，不消费跑到酒吧去上厕所却是要收钱的，费

用可以达到2-3欧。注意一些酒吧标在外面的提示。

通常火车站、汽车站、各景点（除教堂）和博物馆内都会设有厕所。大部分厕所提供手纸，但还

是很可能出现被用光的情况，随身带纸是必要的。

5）公交车

在很多城市如果你选择坐公交去火车站或汽车站，一定要事先留意公交车的班次间隔，可能为20

分钟、30分钟，甚至一小时！

如果看见等的车来了，记得对司机挥手让司机停车。如果司机看见一个站台上没有人打算上这班

车，一般会把车直接开走。

上车前准备好零钱，大多数公交车不收20欧以上的纸币。另外，排在后面的乘客通常会等前一位

乘客买好票之后才上车，所以最好把零钱放在方便拿到的地方。

6）增值税

在西班牙消费都需要交纳增值税（IVA），住宿和吃饭的IVA通常为7%（更新！2011年涨到8%）

，也有些消费的增值税会更高。通常商店里的商品标价都已经包含增值税，但有些宾馆的报价以

及一些餐馆的菜单上的标价却是未包含增值税的价格。留意：如果写了IVA

incluido，则你最后所需支付的费用与你看到的相同；如果写的是IVA no

incluido，你最后所需支付的费用将会略高于你所看到的报价。

7）日常生活用品

带一双轻便的拖鞋是必须的。牙刷牙膏宾馆一般不提供，但是万一忘记带也是很方便买到的。洗

发水和沐浴露通常都会有，不需要从国内带太多，实在需要也可以在当地买到。比较不容易买到

的日用品是洗面奶，即使有，多数也是含磨砂的，而且磨得有点厉害，对于亚洲人的皮肤来说不

适合每天两次及以上使用。有些虽然不含磨砂，但价格又很贵。

另外电池如果需要用的话，最好也从国内带，当地要买很方便，但一般价格会让中国人觉得太高

。

如果旅行时间稍长，带一只分体式电热杯会有很大好处（迷你电饭煲也可以）。分体式电热杯相

对于电饭煲的优势是可以分成几部分放进箱子里，尽可能的利用小空间，而且搬运行李的时候还

可以在杯子里面放置不能受挤压的物品。有电热杯（电饭煲）在，除了可以烧水泡茶泡咖啡泡方

便面，还可以煮个饭烧个汤什么的，在西班牙买些蔬菜什么的还是很方便。在西班牙也可以买到

米，是给人们煮海鲜饭用的，有时候一包的分量是2公斤。如果担心买不到小分量的米，或者担心

西班牙的米不合口感，也可以自己从国内带。

8）礼节和禁忌

西班牙人的性格是典型的南欧人性格，热情奔放、无拘无束、讲求实际。见面礼节一般采取握手

、亲吻和拥抱三种形式。两人初次相识边握手边问候。在西班牙做客，哪怕是熟人、朋友，都必

须事前约定。不打招呼就贸然造访是失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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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张宏亮 提供)

送礼忌讳送菊花。只有在葬礼上才送菊花。送花时间也有讲究，每月13日一般是不送花，送花也

不送13支，13这个数字在西班牙人心目中不吉利，相传耶稣遇难前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的人数是1

3。

9）单词篇

两个开口必备单词：

Hola（音：哦拉）意思是你好（打招呼用语）。在中部和南部的 一些中小城市里，面对面走过的

两个陌生人都会点头微笑说Hola!，闷头走路会显得有点不礼貌。不过在大城市里，这样的情况就

要少多了。走进商店买东西，

店员或老板会对你说hola，进出旅馆的时候，前台也会对你说Hola或者�Hasta luego!（回见）/

�Adiós!（再见！）

Gracias（音：格拉夏斯）意思是谢谢。

其他有用的单词：

邮局：Correos （西班牙邮政的标志是一支号角上面一个皇冠，另外路边写着CORREOS标志的黄

色大圆筒就是邮筒了）

厕所：Aseos 或者Servicios

男厕所：通常都是Caballero

女厕所：Se�ora 或者 Dama 或者 Mujer，有些厕所甚至只用打头字母来表示，总之如果是男的，

就进C打头的门，如果是女的，记住千万别往C打头的门里闯就好了。

冷热水龙头上的字母：F（Fría）表示冷水，C（Caliente）表示热水。

行李寄存：Consigna

入口：Entr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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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Salida

售票窗口：Taquilla （有些地方会标明Venta de billetes）

站台：Andén

饮食词汇：

西班牙著名的Tapas其实就是下酒小菜，有各种各样的Tapas可供选择。比Tapas分量大一点的叫Rac

iones，如果你肚子饿了，又非用餐时间，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外面写了供应Raciones的酒吧。

西班牙的菜单通常分为几大类：Carne（肉类）、Pescado（鱼类）、Pollo（鸡）、Vino（酒）以

及Postre（餐后甜点），通常只有沿海或者离海较近的城市，以及马德里的菜单上可以找到Marisc

os（海鲜）这一栏，至于Verduras（蔬菜），很不幸，即使有的话，可供选择的也非常少。

常见肉类：Buey（牛肉），Cerdo（猪肉），Cordero（羊肉），Jamón（火腿，通常都是生的）

酒水和饮料：Vino（葡萄酒），Cerveza（啤酒），Zumo（果汁），Agua（水）

Paella通常被翻译成海鲜饭，但是注意，并非所有的Paella里面都有海鲜。

还有一些在菜单上常见的单词如：Ensalada Mixta（混合沙拉，但是没有沙拉酱，只是一盆生的菜

而已，可自行加入橄榄油、盐、胡椒粉和醋），Sopa（汤），Helado（冰淇淋）

查车次可能会遇见的单词：

周一至周五：Lunes a viernes（简写为LMXJV）

周六：Sábados（简写为S）

周日：Domigos（简写为D）

节假日：Festivos（简写为F）

每日：Diario

单程：Ida

往返：Ida y Vuelta

以下一些单词或许会让人感兴趣：

Rebaja 意味着降价

Descuento 的意思是折扣

Oferta Especial 也是特别的促销活动

gratis，gratuito（gratuita）等则意味着免费的（门票或是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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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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