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景点介绍

巴塞罗那 Barcelona
圣家堂

圣家大教堂是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的毕生代表作，始建于 1884 年，跨
越一个世纪仍在建造中。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还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
物。高迪的未完成之作，跨越一个世纪仍在建造中。高迪自 1883 年开始主持该
工程，直至 1926 年去世。在生前的最后 12 年，他完全谢绝了其他工程，专心
致志于这一教堂的建筑。这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作品、最伟大的建筑，也是他心
血的结晶、荣誉的象征。170 米的高塔、五颜六色的马赛克装饰、螺旋形的楼梯、
墙上栩栩如生的雕像，令庞大的建筑显得十分轻巧。不过教堂略显恐怖，被民众
称为“石头构筑的梦魇”。 教堂主体以哥特式风格为主，细长的线条是主要特色，
圆顶和内部结构则显示出新哥特风格。圣家堂是西班牙人对艺术的严谨，以及地
中海懒人风格的真实写照，是自然元素和天主教完美的结合。厌倦了欧洲大同小
异的教堂的你,圣家堂的确是不二之选。安东尼奥·高迪就被安葬在圣家堂的地下
墓室。
地址：Carrer de Mallorca 401
到达方式：地铁 L2(紫线)或 L5(蓝线)Sagrada Família 站下车。
开放时间：10 月-3 月：9:00-18:00； 4 月-9 月：9:00-20:00；12 月 25、26 日
以及 1 月 1 日-6 日：9:00-14:00。12 月 25 日、26 日-1 月 1 日、6 日：9：00-14：
00。

门票：圣家堂大教堂门票 14.8 欧元，学生/退休人员 12.8 欧，导游或租借电子
导览器 18 欧元，学生租借优惠为 15 欧元；大教堂+高迪博物馆门票 18.3 欧元，
导游或电子导览器 21.5 欧元。
电话：+34-93-2073031
网址：http://www.sagradafamilia.cat/

巴特罗之家
高迪改造的蓝色童话之家。内部以海底世界为设计理念，楼顶造型奇特，值得围观。
巴特罗之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间故事---圣乔治屠龙救公主。公
寓里的每一个设计都有特别的意义：楼顶十字架状的烟囱代表英雄，如同鳞片般拱
起的屋顶代表巨龙的背脊，而阳台则是以面具的形式出现，整个房子的构架也参照
了人骨的造型。镶嵌彩色陶瓷和玻璃的外墙在阳光照耀闪着华丽的光芒。若是晚上
来观赏又是另一番景致。房间的内部被打造成海洋的世界。连高迪自己都激动地称
它为“看起来像是一座天堂的房子”。
地址：Passeig de Gràcia，43
到达方式：地铁 L3(绿线)至 Passeig de Gràcia 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1:00(最晚 20:20 入场)，limited shedule 的日子 14:00
闭馆，具体日期需查看官网。
门票：21.5 欧元(成人)，18.5 欧元(学生/老人)，7 岁以下免费(可以网上购票避免排
队)
电话：+34 934 880666
网址：http://www.casabatllo.es

兰布拉大道
兰布拉大道是余秋雨笔下的流浪者大街。这里可以说是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大街了云
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为艺术家和游客。白天，这里是街头艺术和美食的天堂(著名
的 La Boqueria 波盖利亚市场就坐落街边)，午夜钟声敲响之后，这里便成为了巴塞
罗那夜生活的游乐场(特别是西边的 Raval 区，各色主题小酒馆林立)。
兰布拉大道还连接着加泰罗尼亚广场和地中海海湾，在地中海的无敌阳光下，沿着
兰布拉大道漫步到海滩，一定会让你切身体会到巴塞罗那的多彩与欢乐！若是你受
不住这街上拥挤的人潮，也可以左右随意选条顺眼的小巷子，探索下东边历史悠久

的哥特区或西边深受嬉皮人士们(通常他们还牵着自家狗狗)垂青的 La Raval 区。不
过切记要看好钱包和贵重物品。
地址：La Rambla
到达方式：地铁：L1 线，FGC Plaça Catalunya 地铁：L3 线，Plaça Catalunya Drassanes
开放时间：10:00-21:00(街面店铺营业时间)。
门票：免费

古埃尔公园
在这里，高迪把他的惊世天赋从建筑转接到园林规划。一走进古埃尔公园的正门，
就能看见常出现在旅游杂志上的蜥蜴雕塑，拾级而上，你会发现一个五彩缤纷的超
现实主义乐园。高迪的故居也坐落在此，这个粉红色的小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博物
馆。什么都干不了的星期天去哪里？童话般的古埃尔公园是个不错的选择！
地址：Carrer d'Olot, 7, 08024
到达方式：绝对不能坐地铁：L3 线，Lesseps 站，这个方式会走死人的。推荐乘坐
H6、32 路公交车至 Travessera de Dalt 站下车；或乘 24 路公交车至 Parc Güell 站
下车。
开放时间：2013-2014 开放时间 秋冬 (10 月 27 日至 3 月 23 日)：8:30-18:00；春
夏 (3 月 24 日至 4 月 19 日)：8:00-21:30；(5 月 1 日至 10 月 26 日)：8：00-21：
30。
门票：看蜥蜴长椅那里要 8 欧，外围免费。网上提前预定为 7 欧，通过入口的自动
售票机购买为 8 欧。
电话：34934132400
网址：http://www.parkguell.cat/en/park-gueell/

米拉之家
米拉之家是高迪设计的最后一个私人住宅，常被称为 La Pedrera(加泰罗尼亚语，
意为“采石场”)。三面波浪型的墙面，扭曲回绕的铁条和铁板构成的阳台栏杆、宽大
的窗户非常吸人眼球，1986 年，米拉之家被 Caixa de Catalunya 银行买下，耗巨
资整修。现在的一楼是银行的基金会举办展览的场地。米拉之家的六层、顶楼和屋
顶阳台对外开放，楼顶的烟囱十分特别，在阳台上还可以俯瞰部分市区街道，遥望
圣家堂。

地址：Passeig de Gràcia 92
到达方式：地铁 L3(绿线)至 Diagonal 站下车。
开放时间：除 12 月 25 日和 1 月 1 日外，每日开放，11 月至 3 月 9:00-18:30，3
月至 10 月 9:00-20:00。夜间参观时间：3 月至 11 月 2 日每天 20:15-24:00，11 月
3 日至次年 2 月底周三至周六 19:00-22:30。
门票：日票：全价 16.50 欧元，优惠价 14.85 欧元(学生/退休人员)，讲解器 4 欧元；
夜票：全价 30 欧元，优惠价 15 欧元(学生/退休人员)。有 Barcelona Card 打八折，
Articket Barcelona 巴塞罗那艺通卡已经不包含米拉之家。
网址：http://www.lapedrera.com/en/home

巴塞罗那西班牙广场
西班牙广场是巴塞罗那一个重要的广场，为 1929 年世界博览会修建。它巴塞罗那
最大的广场之一，是几条干道的交汇处。广场上有两座威尼斯塔，它们身后是博览
会(Fira de Barcelona)，再继续延伸，坐落在小山顶上的就是国家宫。五月至十月夜
间有音乐喷泉演出。
地址：Plaça d'Espanya, Barcelona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至 Plaça dt'Espanya 站。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免费

蒙锥克山
蒙锥克山(Montjuïc)是巴塞罗那市中心西南部的一座小山，坐落在 Plaça Espanya
旁，山势平缓，但是东侧临海处则几乎是峭壁。山顶高 173 米。除却曾经罗马帝国
留下的痕迹，山顶的至高点山顶的至高点蒙锥克城堡(Castell de Montjuïc)，是眺望
海港和市区或围观日落的好去处。
到达方式：
地铁 L3(绿线)至 Plaça Espanya 站下车。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 (Museu Nacional d'Art de Catalunya)简称 MNAC，是
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座博物馆。位于蒙特惠奇山上，在为 1929 年世界博览会兴建
的国家宫(Palau Nacional)内。内部收藏了世界上最精美的宗教壁画和罗马式艺术，
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地区的历史和城市规划。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成立于 1990
年。从 1995 年至 2000 年，罗曼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克以及 19 世纪、20
世纪艺术展览相继开放。2004 年，整个博物馆全面开放。原来的旧加泰罗尼亚艺术
博物馆开放于 1934 年，是在同一地点，但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关闭。地址：Mirador
del Palau Nacional
到达方式：地铁一号线、三号线到 Pl. Espanya 站下。
开放时间：冬季（10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周二至周六 10:00-18:00；周日和公
共假日 10:00-15:00；夏季（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周二至周六 10:00-20:00；
周日和公共假日 10:00-15:00；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1 月 1 日，5 月 1 日，12 月
25 日闭馆。
门票：成人 12 欧(两日有效)；学生、团体享受七折折扣。
电话：+34 93 622 0376
网址：http://museunacional.cat/ca

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
它坐落在 El Gotic 旧城区里，由 5 座优美的宅邸组成。这里曾是毕加索的寓所。由
于他成名在法国，最好、最成熟的作品大多流散在国外，在他成名后西班牙才全力
收集其少年时期的习作、画作。馆中藏有毕加索的 3500 多幅作品，还有毕加索的
亲笔原稿，其中很多是由画家本人于 1970 年捐献的早期作品，甚至是幼年时期的
画作。

地址：C/ Montcada, 15-23, 08003 巴塞罗纳西班牙
到达方式：地铁：L1 线，Arc de Triomf 站 地铁：L3 线，Liceu 站 地铁：L4 线，
Jaume I 站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9:00 – 19:00；周四(2014 年 3 月 20 日起)：9：
00-21：30；周一闭馆 1 月 1 日、5 月 1 日、6 月 24 日、12 月 25 与 26 日闭馆，
12 月 24 日与 31 日 14：00 闭馆。门票：成人联票(长期展览+临时展览)：14 欧元，
长期展览：11 欧元，小于 25 岁和大于 65 岁：6 欧元，仅临时展览：6.5 欧元，在

校大学生、18 岁以下未成年人等免费。免费时段：每周日 15：00-20：00；每月第
一个周日全天免费。
电话：+34 932 563 000
网址：http://www.museupicasso.bcn.es
诺坎普球场
著名球队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FC Barcelona（巴萨 Barça）的大本营。1950 年 6
月匈牙利球星库巴拉加盟巴萨， 由于原先的球场仅能容纳 6 万观众，无法承受为库
巴拉欢呼的狂热球迷，于是新球场的建设被提上了日程。1953 弗朗西斯科•米罗•桑
斯当选巴萨主席。1954 年 3 月 28 日，60000 名巴萨球迷面前，市政主席格隆纳的
陪同下，巴塞罗那红衣主教莫德雷格的祝福中，米罗桑斯为诺坎普新球场奠基了第
一块石头。1957 年 9 月 24 日诺坎普球场落，1957 年的 9 月 24 日下午 4 点半，马
丁内斯为巴萨打进了诺坎普历史上的首粒入球，自此至今它一直是巴塞罗那俱乐部
主场，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足球场。
地址：Aristides Maillol, 12-18
到达方式：地铁：L3(绿)，Les Corts 站 地铁：L5(蓝)，Collbanc 站
开放时间：9:00 - 21:00
门票：免费
电话：902 189 900
网址：http://www.fcbarcelona.com/camp-nou

巴塞罗那情色博物馆
该博物馆位于巴塞罗那的著名建筑兰布拉大道附近。主要是探索各种不同形式的情
欲：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艺术、文学以及一种叫做“造型艺术”的形式。
地址：La Rambla 96，08002 Barcelona，Spain (El Barri Gòtic)

到达方式：地铁：搭乘 L3 在 Liceu 下车；公交：14, 59 或 91 路。
开放时间：10:00-次日凌晨 0:00，12 月 24 日：10:00-17:00，1 月 1 日：0:00-12:00，
12 月 25 日闭馆。
门票：成人：9 欧元，8.55 欧元(网站购票) 学生或 65 岁以上：8 欧元，7.6 欧元(网
站购票)
购票网址：
http://bcnshop.barcelonaturisme.com/Museu-de-l-Erotica/_vf-SMlY1yItM-U_l9Rg

LJoJPG-BcW4K5Nh9zolHzbfGs48gH_H7Y2GjaVWdSkcJy8smDzjxC0-bZi0yTWir
xwWBjx5RRYtOh_8CuiH64XX7JeZngfhAErQ
电话：+34-933-189-865
网址：http://www.erotica-museum.com/

马德里 Madrid
马德里马约尔广场
主广场(Plaza Mayor)，亦译马约尔广场，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中心广场，临近太
阳门广场，修建于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其形状为长方形，长 129 米，宽 94 米，周
围环绕着三层住宅楼，有 237 个面临广场的阳台。它共有 9 个入口。主广场的主要
建筑是面包房之家(Casa de la Panadería)，行使市政和文化功能，外墙布满了壁画。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至 Sol 站下车，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24 小时。

马德里王宫
西班牙国王的正式驻地，位于马德里市中心西部的 Bailén 街。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和王室并不居住在这里，而是住在马德里郊外较小的萨尔苏埃拉宫。不过，马德里
王宫仍然用于国事活动。马德里王宫在没有正式活动时向公众开放。西班牙的皇宫
极尽奢华，当年的腓力五世国王曾想把它建成欧洲最豪华的宫殿，遗憾的是还没建
完他就去世了。现在的宫殿仅建成原设计的四分之一，但也是绝对不容错过的。每
一个房间都像一座艺术品，有天鹅绒的墙壁装饰，也有精美的天花板壁画。值得留
意欣赏的是这里收藏的由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us)家族制作的小提琴，斯特拉迪
瓦里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弦乐器制造师，另外还收藏有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
(Goya)的名作。

地址：Calle de Bailen s/n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共汽车 3、25、39、148 路 ArrietaPza.isabel II 站，或搭
乘地铁 5 号线、2 号线至Ópera 站下车；亦可搭乘 Renfe 至 Príncipe pío 站下车。
开放时间：冬季(10 月至 3 月)：10:00-18:00 ；夏季(4 月至 9 月)：10:00-20:00。
闭馆前一个小时会停止售票并关闭皇宫入口。
门票：10 欧元；儿童、欧盟国家 65 岁以上老人，或持有马德里卡、学生证：5 欧
元；5 岁以下、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免费；欧盟国家游客周三免费。

电话：+34 91 454 88 00
网址：http://www.patrimonionacional.es/
太阳门广场
太阳门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处广场，座落于马德里市中心，也是西班牙公路网
的中心点。太阳门广场于 1853 年从原来的 5000 平方米的面积扩建为 1.2 万平方
米。广场呈半圆形，意指初升的太阳。广场周边环绕百货公司与各式商店，是马德
里有数的繁忙商圈与观光景点。传统上，太阳门著名的钟声，标志着吃下十二颗葡
萄的传统习俗，和新年的开始。自 1962 年 12 月 31 日起，此处的新年庆祝通过电
视转播。广场中央的一座攀依在莓树上的棕熊的青铜塑像(Estatua del Oso y el
Madroño)，它是马德里的城徽。这里还有一个“零起点”(Kilómetro Cero)标志，西班
牙全国所有的公路里程碑都从这里开始向外计算，马德里市的门牌号也是以这里为
起点的。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 1、2、3 号线，或搭乘 Renfe(马德里近郊小火车)至 Sol
站下车。
开放时间：24 小时。

马德里西班牙广场
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ña)是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的一个大型广场和热门旅游
目的地，位于格兰大道(Gran Vía)的西端。马德里王宫在广场南面不远处。广场的
中心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纪念碑，包括上方的塞万提斯石雕，前方的堂吉诃德和桑
丘·潘沙铜像，以及代表堂吉诃德真爱的两尊石像：平凡的村姑阿尔东沙•罗任索和
想象中美丽的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大部分修建于 1925 年到 1930 年，1957 年
完成。在广场的西面即是蒙大拿公园(Cuartel de la Montaña)，公园位于一个小山丘
上，这里是看马德里日落最好的地点，人们会特意来这里看一看这座城市的另一面，
也是情侣们钟爱的约会地点。镶上金边的整座皇宫、教堂、车流和房屋，在这里你
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马德里。若有爱人在身边，你这次的旅行就更完美了。若没
有，那在这里偶遇一个吧。公园里还有一座从埃及运来的神庙，即波德神庙，这是
一座拥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建筑物，它是埃及在 1986 年送给西班牙的礼物，整座神
庙是从埃及一块块石头地搬运至此，并在马德里精心地重建起来。

地址：Plaza de España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地铁 3 号线、10 号线至 Plaza de España 站下车。

普拉多博物馆
普拉多博物馆是世界顶级博物馆之一，拥有西班牙甚至全欧洲最珍贵的艺术作品。
在他的正门前立有西班牙著名画家委拉斯开兹的雕像，馆内藏品原来多是皇家收藏，
现在除购买外还有很多捐赠和遗赠的名贵艺术品。由于藏品和游客的不断增加，普
拉多博物馆也进行了扩建，现在除了旧场馆还增加了新的场馆。每一件作品都代表
着绘画家的思想，也拥有自己的生命，希望你能体会的到。
地址：Calle Ruiz de Alarcòn 23，Madrid
到达方式：可选择搭乘公共汽车 9、10、14、19、27、34、37、45 路至
PºPRADO-PZA.MURILLO 站；或搭乘地铁 2 号线至 Banco de España、Atocha 站；
亦可搭乘 Renfe 至 Atocha 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10:00-20:00；周日和节日：10:00-19:00；特殊开馆时间：
1 月 6 日、12 月 24 日、12 月 31 日：10:00-14:00；闭馆日：1 月 1 日、5 月 1 日、
12 月 25 日。
门票：门票(票价包括永久性常展和临时特展)：成人 14 欧元；成人加官方指南 23
欧元；65 岁以上欧盟公民或青年卡持有者 7 欧元；低于 18 岁/18 至 25 岁之间的学
生免费，闭馆前 30 分钟禁止入内。免费时间(仅包括永久性常展)：周一至周六
18:00-20:00；周日和节日 17:00-19:00；11 月 19 日普拉多博物馆日；5 月 18 日世
界博物馆日。
电话：+34-91-330-2800
网址：http://www.museodelprado.es/cn/visit-the-museum/

伯纳乌球场
游览皇家马德里队的主场伯纳乌球场(Estadio Santiago Bernabéu)，绝对是球迷不
能错过的活动。如果你恰逢赛季来到这里，恭喜你可以买张票进去膜拜一下皇马的
精湛球技了。伯纳乌就是有一种能让人疯狂的魔力，从你一进入，你就已经兴奋不
已了。如果你没赶上比赛也没关系,你可以选择游览球场，参观内容包括：珍贵奖品
陈列室、主席办公室、新闻中心、更衣室和球员通道以及球员在场外坐的长凳。
到达方式：地铁：10 号线，Santiago Bernabeu 站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10:00-19:00；周日和节日 10:30-18:30；比赛日除外。
门票：成人 19 欧元；14 岁以下 10 欧元

阿穆德纳圣母主教座堂
阿穆德纳圣母主教座堂（西班牙语：Catedral de la Almudena），全名马德里王家
阿 穆 德 纳 圣 母 主 教 座 堂 （ 西 班 牙 语 ： 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la Real de la
Almudena de Madrid），是天主教马德里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
里市中心西侧，北面隔着兵器广场（Plaza de la Armería）与王宫相对。该教堂的
主保圣人为阿穆德纳圣母（Virgen de la Almudena，意为“谷仓圣母”），其亦为马
德里的主保圣人。1561 年时，西班牙将首都从托莱多迁至马德里，但教会中枢仍然
留在托莱多，使得这个新首都一直没有一座主教座堂，虽然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
家。早在 16 世纪就有修建此教堂的计划，并且已决定将该教堂奉献给阿穆德纳圣
母，但迟至 1879 年才正式开工。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兴建工程曾被迫中断，直到
1950 年才复工；而该教堂的建筑样式原为哥德复兴式，复工后的建筑外观被改为巴
洛克风格，以和白色与灰色建筑立面的王宫相对应。1993 年 6 月 15 日，该教堂在
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祝圣下正式启用，成为欧洲最新启用的主教座堂。阿穆德
纳圣母的原始态像，被供奉于该教堂西侧的小堂内。
地址：Calle Bailén, 10 28013 Madrid, España
开放时间：每天 9:00-21:00
门票：cathedral donation â ¬1, museum adult/child â ¬6/4
电话：91 542 22 00

德波神庙
埃及庙(Templo de Debod)是一所在马德里异地重建的古埃及庙宇。庙始建于公元前
2 世纪，原位于埃及阿斯旺南部 15 千米的地方，用于供奉女神艾西斯。1960 年时，
由于需要建立阿斯旺大坝，很多古迹和考古遗址面临危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
际上呼吁保护下这些受威胁的历史遗产。最终，作为对西班牙协助保护阿布辛拜勒
神庙的谢意，埃及政府将这个庙宇赠送给西班牙，西班牙 1968 年完成在马德里的
重建。

地址：Paseo del Pintor Rosales 2
到达方式：地铁：3 线/10 线，Plaza de España
开放时间：周二-周五 10:00-14:00，18:00-20:00，周六-周日 10:00-14:00 节假日
闭馆
门票：免费

网址：http://www.munimadrid.es/templodebod
王家圣耶罗米教堂
王家圣耶罗米教堂(Iglesia de San Jerónimo el Real)是建于 16 世纪中叶的罗马天主
教堂。现教堂建于伊莎贝拉女王时代，样式是哥特式。
地址：Calle de Ruiz de Alarcón 19
门票：admission free
电话：+34-91-4203578
网址：http://www.museodelprado.es

华纳兄弟游乐场
华纳兄弟游乐场(Parque Warner)位于马德里市东南部 25 千米处，2002 年 4 月 6
日起开始向公众开放。华纳兄弟游乐场共分为 5 个不同主题园区：好莱坞大道、华
纳兄弟环球电影公司影片区、超级英雄世界、古老西部地区和卡通村。在这里你可
以体验惊险刺激的过山车、跳楼机，也可以去兔八哥的家做客。
地址：M-301，Km 15.5，28330 San Martín de la Vega，Madrid，Spain
到达方式：可以乘坐 Renfe 的城郊小火车(C-3)到 Pinto 站，换成 413 或 412 路公共
汽车(La Veloz)坐到华纳游乐场(Parque Warner)。
开放时间：11:30 开放，闭馆时间具体见网址 http://www.parquewarner.com/horarios
门票：成人 39 欧元，官网购票优惠价 29.9 欧元(至少提前 7 天预定)，周五票价有
优惠，详情见官网 http://www.parquewarner.com/precios
电话：+34-902-024100
网址：http://www.parquewarner.com/

塞维利亚 Seville
塞维利亚西班牙广场
西班牙广场位于玛利亚路易莎公园的边缘，最初是为了 1929 年的伊比利亚美洲展
览由塞维利亚建筑师 Aníbal González 设计建造的，是一个直径为 200 米由三座建
筑物所形成的半圆形广场，连续不断的建筑环绕着广场边缘，可通过有许多美丽桥
梁的护城河到达，广场中心是一个大喷泉。今天，广场上主要是政府建筑物。广场
的墙壁上有许多壁龛，每个代表了西班牙的不同省份。游客可以取走代表各省份的
照片。在广场上也可以看到西班牙不同的建筑风格，包括哥特风格，摩尔风格以及

银匠风格。对塞维利亚考古或民俗感兴趣的游客还可以参观下由广场上的建筑改建
而成的考古博物馆和民俗博物馆。
地址：Plaza de España，Sevilla
到达方式： 34 路与环线 C1 公交车到达 Avda. María Luisa (Teatro Lope de Vega)
或环线 C2 到达 Avenida María Luisa(La Raza) 后，步行即到。

塞维利亚主教堂
塞维利亚主教堂的所在地原来是一座塞维利亚的大清真寺，之后被改建为天主教堂，
在十五世纪的时候被重建为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 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齐名的世界
三大教堂之一。教堂在重建时，同时参照了哥特式与穆斯林风格，最终在我们眼前
呈现了一个华丽 并且有安达卢西亚风格的教堂。推荐大家看看教堂的钟楼 giralda
（希拉尔达塔）, 这座高达 101 米的钟楼是西班牙曾经几个世纪以来最著名的高层
建筑，于 1987 年入选了世界人类遗产。除了各种艺术珍品收藏在大教 堂中以外，
哥伦布的灵柩自 1898 年从古巴运回西班牙后，就被埋葬在教堂的哥伦布墓中。
地址：Avenida de la Constitución, s/n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 T1 到达 Archivo de Indias 后，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冬季(十月一号到五月三十号)周一至周六 11:00-17:00，周日
14:30-18:00；夏季(七月和八月)周一至周六 9:30-16:00(售票处 16:00 关门)，周日
14:30-18:00。:
门票：成人 8 欧元；学生票 4 欧元；15 岁以下并有成人陪伴的孩子免 费，残疾人
及其陪伴人均免费。
电话：+34 902099692
网址：http://www.catedraldesevilla.es

塞维利亚王宫
塞维利亚王宫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家宫殿，在 1987 年是已经被选为世 界文化遗产。
王宫修建于中世纪，最早是摩尔人的城堡，后来是伊 斯兰风格、基督教风格和哥特
风格的融合，非常能够体现安达卢西 亚本地区的建筑风格。王宫的佩德罗一世宫、
卡洛斯五世宫和少女中庭都值得一看。除去建筑，王宫的花园也混合阿拉伯式和哥
特式这两种风格，很有看头。

地址：Patio de Banderas s/n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在塞维利亚主教堂的南边，有轨电车 T1 到达 Archivo de Indias
后，步行即可到达。
开放时间：4 月至 9 月 周一至周日：9:30-19:00；10 月至次年 3 月 周一至周日：
9:30-17:00；1 月 1 日、1 月 6 日、12 月 25 日关闭。
门票：成人 9.5 欧元，17 岁至 25 岁学生票 2 欧元，16 岁以下的儿童及残疾人免费。
电话：+34 954502324
网址：http://www.patronato-alcazarsevilla.es

塞维利亚斗牛广场
拥有一万两千多个座位的塞维利亚的斗牛场被称为是西班牙最重要，最传统的斗牛
场，而且每年这里仍然举办斗牛活动。参观包括 斗牛场、画厅、斗牛博物馆等，全
程有一位英文或西班牙语导游解 说，大约 45 分钟。每年四月到九月在这里都会不
定期举办斗牛比赛
地址：Paseo de Cristóbal Colón 12
到达方式：公交 40 路、41 路及环线 C4 到 Paseo Cristóbal Colón (Plaza de Toros)，
下车即到。
开放时间： 5 月及 9 月 9:30-20:00；6 月 1 日至 9 月 31 日 9:30-20:00；11 月至 4
月 9:30-19:00； 复活节与 12 月 25 日关闭，若参观当天有斗牛比赛，请电话咨询
具体时间。博物馆开放时间：9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9:30 - 19:00；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9:30-21:00。
门票：成人 7 欧元；学生及 65 岁以上老人 4 欧元；7 岁至 11 岁儿童 3 欧元；6 岁
以下幼儿免费。票价均包括英文或西班牙文导游费用。
电话：+34-954-224577
网址：http://www.realmaestranza.es

吉拉尔达塔
塞维利亚的地标之一，不论在城市的哪个位置都能看到这座 97.5 米高的建筑。此塔
是由伊斯兰教徒阿莫阿德家族于 12 世纪末主持修建，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塔
顶 28 个大钟至今仍能用优美的音色为塞维利亚居民报时。登上 70 米高的观景台是
眺望塞维利亚城市美景的好地方，钟塔顶上建有一座雕像，称作 El Giraldillo，代表
信仰。内部通往钟塔顶层的不是楼梯而是斜坡，以便宣礼员和其他人骑马到塔顶。

开放时间：9 月-6 月 周一-周六 11:00-17:00，周日 14:30-18:00 7 月-8 月 周一周日 9:30-15:30
门票：成人：8 欧元 17 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学生：2 欧元 周日全天免费

圣十字区
圣十字区紧邻塞维利亚王宫，是塞维利亚的老城区。这里也被叫做旧犹太区，因为
在十三世纪费尔南多三世国王攻下塞维利亚后，就将犹太人聚集于此，而十五世纪
中叶，犹太人被驱逐，这里大多为富人所居住。现在圣十字区的小巷里，还能看到
保留古色古香风格的建筑，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餐厅、小店。圣十字区由很窄的小
巷和胡同组成，这是犹太人的智慧，他们为了躲避塞维利亚夏日的太阳，建造了这
样的小巷，就在这些曲里拐弯的小巷中形成了流动干爽的风。在圣十字区里逛，自
然要看看圣十字了，在 Santa Teresa 街，也就是穆里略博物馆和加尔莫罗女修道院
的所在地，能够看到一个十七世纪的红色木质的十字架呢。在 18 世纪，街区经历
了重建，其中一些著名的前犹太会堂都被改建成了教堂，如毗邻圣十字区的雪地圣
母教堂(Iglesia de Santa María de las Nieves)和白圣母教堂(Iglesia de Santa María
la Blanca)。
地址：Barrio de Santa Cruz
到达方式：有轨电车：王宫的东北边，有轨电车 T1 到达 Archivo de Indias 后，步
行即可到达。

格拉纳达 Granada
阿尔罕布拉宫
阿尔罕布拉宫的名字来自于阿拉伯语，是“红堡”的意思。是阿拉 伯式宫殿庭院
的代表，位于格拉纳达城外的内华达山上。作为伊斯 兰教建筑与园艺完美结合
的建筑，阿尔罕布拉宫早在 1984 年就已经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之中。阿尔罕布拉宫主 要的参观区域包括阿卡萨巴碉堡(Alcazaba)、
纳塞瑞斯皇宫(los Palacios Nazaríes)、轩尼洛里菲宫(Generalife)、清真寺浴场
(Baño de la Mezquita)、花园(Jardines)。

地址：C/ Real de la Alhambra s/n
到达方式：乘坐 30 路、32 路公交车可以到达，站点分别是凉亭入口 Pabellón de
Entrada、卡贝沙塔 Torre de la Cabezas(此站点靠 近卡洛斯五世皇宫 Palacio de
Carlos V 及纳塞瑞斯皇宫 Los Palacios Nazaríes)、司法门 Puerta de la Justicia(靠
近阿卡萨巴 碉堡 Alcazaba)；步行也可到达。
开放时间：除 12 月 25 日和 1 月 1 日，阿罕布拉宫每日开放 3 月 15 日至 10 月 14
日：上午 08:30-14:00 最大游客接待人数 3300 人；下午 14:00-20:00 最大游客接
待人数 3300 人；夜间(周二至周六)22:00-23:30 最大游客接待人数 400 人。10 月
15 日至次年 3 月 14 日：上午 08:30-14:00 最大游客接待人数 3300 人；下午
14:00-18:00 最大游客接待人数 2100 人；夜间(周五和周六)20:00-21:30 最大游客
接待人数 400 人。
门票：Alhambra General 涵盖该时段所有可游览区域。成人 13 欧，12-15 岁/33 岁
以上残疾人:9,40 欧，青年卡/65 岁以上老人 10,40 欧。Alhambra and
Rodríguez-Acosta Foundation：成人 17.4 欧，12-15 岁/33 岁以上残疾人:12.4 欧，
青年卡/65 岁以上老人 13.4 欧。Alh Generalife y Alcazaba：参观花园、阿卡萨巴碉
堡、轩尼洛里菲宫 8.4 欧元；持青年卡者 9 欧元；12 岁至 15 岁的儿童 8 欧元。纳
塞瑞斯皇宫夜票：成人 9.4 欧，青年卡 7.4 轩尼洛里菲宫夜票：成人 6.4 欧，青年
卡 5.4 欧。特殊活动票 Alhambra Experiencias：参观纳塞瑞斯皇宫的夜票和第二天
参观花园、阿卡萨巴碉堡及轩尼洛里菲宫的日票 15.4 欧元。（周六日无此票）红线：
一年次可使用 15 次(10 次日票，5 次夜票)100 欧元。（注意：12 岁以下儿 童免费
但须订票并与大人同行）电话：+34-958027971
网址：http://www.alhambradegranada.org/zh

阿尔拜辛
阿尔拜辛（Albayzín）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城市格拉纳达的一个区，保留了狭窄而
蜿蜒的中世纪摩尔街道。1984 年与著名的阿尔罕布拉宫一同列为世界遗产。 阿尔
拜辛位于面对阿尔罕布拉宫的小山上，不少旅客到阿尔拜辛，主要是从圣尼古拉教
堂的角度，来观赏阿尔罕布拉宫。 阿尔拜辛区的亮点包括阿拉伯浴室、格拉纳达考
古博物馆，和修建在摩尔人清真寺遗址上的救主教堂（San Salvador）。阿尔拜辛
还包含一些原来摩尔人的房子，各种餐馆，其中几条街道经营北非小吃店。
到达方式：31 and 32 from Plaza Nueva

黄金厅天井
黄金厅天井位于阿尔罕布拉宫的心脏——王宫部分。 从王宫入口进入后，最先看到
的是梅斯亚尔厅（Sala del Mexuar）。精致装饰大柱子建成的会议厅，旁边相邻的
就是黄金厅天井(Patio del Cuarto Dorado)，沿著马蹄型拱廊走就是黄金厅(Cuarto
Dorado)，天花板上有精细的木质雕刻，并镶有象牙及珍珠。厅内墙壁刻满精巧的
符号式经文及装饰，屋顶有超过 8,000 块木雕镶嵌在上面，富丽堂皇美不胜收。
地址：Alhambra Palacio Nazaríes
网址：
http://www.alhambradegranada.org/zh/info/lugaresyrincones/patiodelcuartodo
rado.asp

托莱多 Toledo
托莱多大教堂
世界最大天主教堂之一的托莱多大教堂，是哥特艺术的顶峰之作，也是最佳的历
史见证。 是一座至今仍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古城， 托莱多大教堂是当时西班牙
基督教教会总教区的第一大教堂，是西班牙排名第二的大教堂。1247 年动工。
它采用了当时在西班牙教堂中很少用的法国哥特式建筑形式。1493 年完成。西
班牙式哥特艺术风格在教堂建筑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地址：西班牙托莱多托莱多主教座堂邮政编码: 45002
门票：8 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