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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沉醉于西班牙的千年历史，了解激动
人心的艺术瑰宝。

在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发现阿拉
伯的文化遗产，在阿维拉或卡塞雷斯
欣赏中世纪遗迹，或是在塞哥维亚水
渠或梅里达的古罗马剧场体验古罗马
人的生活。西班牙境内被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命名为世界遗产的景点数量居
世界第三。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城市就
是最好的例证。

 你喜欢艺术吗？西班牙拥有 1500多家
博物馆，其中收藏有在世界范围内有
重要意义的作品。从马德里普拉多博
物馆的古典主义到毕尔巴鄂的古根海
姆博物馆的前卫风格。几乎在你访问
的所有城市和小镇，你都能找到值得
参观的博物宝藏。

如果你想就近了解我们的民间传统和
文化，请来体验我们的节 日。四 月
节，狂欢节或法雅节一定会带给你惊
喜。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节日！ 

很少的国家像西班牙这样，汇集了大
量高品质的音乐、戏剧和电影节。在
西班牙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深刻体
验这些文化节日。其中一些不容错过
的是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贝尼卡辛
国际音乐节或阿尔马格罗国际古典戏
剧节。如果你夏天来，将会遇到很多
露天节日。

准备好来一场唤醒感官的旅行吧。

西班牙是享受文化的完美目的地。 

快来探索吧。 

 b 阿尔罕布拉宫
格拉纳达

3



城市 
西班牙的文化遗产不计其数。游览我们的城市，体验独一无二的目的地。

马德里
来马德里，游览它的街区：你将很
快发现这是一座多文化城市。探索 
文学区，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的伟
大作家们曾在此居住。如果你想参观
十九和二十世纪贵族居住的地方，
请前往钱贝丽区（Chamberí）。在
被称之为“阿斯图里亚斯王室的马
德里”城区，皇宫和阿尔穆德拉大
教堂会让你震撼。你也应当前往拉
瓦别斯区（Lavapiés），它是一个文

化和传统的熔炉，或是前往鹊卡区
（Chueca），它是西班牙首都的同性
恋聚集区，对同性恋群体友好。

你也可以抽点时间去参观博物馆：马
德里拥有西班牙和世界上最重要的一
些博物馆。除了艺术博物馆，比如提
森-波涅米萨博物馆、索菲亚王后博
物馆或索洛亚博物馆，还有引人注目
的主题博物馆，比如美洲博物馆、
铁路博物馆或洛佩 ·德贝加博物馆。 

西班牙的文化

 b 阿穆德纳圣母大教堂和皇宫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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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人喜爱光顾文化和艺术中心，
比如Matadero或La Tabacalera。如果
你带小孩，两个有趣的选择是马德里
天文馆或自然科学博物馆。 

去看一场电影或戏剧怎么样？你总能
在海报上找到那些风靡百老汇的音乐
剧的改编剧目。 

在马德里附近你将继续发现奇迹。在
阿兰怀斯你可以参观皇宫，在它的梦
幻般的园林里流连。在马德里西部山
脉圣罗兰索 · 德 · 埃尔 · 埃斯科里亚， 
宏伟的修道院值得拜访。

 ` 阿兰胡埃斯宫
马德里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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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
它的城区包含了古罗马遗迹、中世纪
古城区和二十世纪先锋主义最瑰丽的
代表。 

加泰罗尼亚的省会城市是杰出的现代
主义建筑典范。你可以欣赏安东尼·高
迪的主要代表作，比如圣家族教堂：
它是这座城市在全世界的标志。爬上
它的塔楼从高处俯瞰这座城市。在扩
建区的中心，格拉西亚大街，矗立着
米拉之家（又称“石头屋”）、外立面
新颖多彩的巴特约之家以及维森斯之
家，后者的屋顶覆盖着绿色和白色的

音乐厅
巴塞罗那

在这个国际化的地中海城市
游览，感受它提供的无限 

可能。 

西班牙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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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巴特罗之家
巴塞罗那



城市

精美瓦片。不要忘了逛古埃尔公园，
它是高迪创造的另一个建筑瑰宝，你
可以感受高迪将自然和建筑合为一体
的娴熟手法。

你的旅途不光是欣赏高迪的作品。圣
保罗医院和音乐宫都是建筑师路易
斯·铎门勒奇·易·蒙塔内设计的让你惊
艳的杰作。 

巴塞罗那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等待着
你的到来，比如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
博物馆或者达利之家博物馆。这里有
不少的文化中心，比如CaixaForum，
展览、课程和活动等待着你的到来。

你还可以去到市区几公里之外寻找其
他有趣的城市。在赫罗纳，你可以观
赏：贝亚城堡和中世纪扩建区，感受
超过两千年的历史。而在拉加罗查你
则可以观赏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中世
纪城镇。位于列伊达的 拉塞乌杜尔赫
利，其绝美的古城区和罗马式教堂会
让你惊艳。你还可以到塔拉戈纳参观
古罗马遗迹，这里曾经建立了意大利
半岛之外的唯一一个罗马军事基地。
其竞技场以及其圆形剧院都是其文化
历史价值的见证。

 b 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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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赫罗纳



西班牙的文化

 a 艺术科学城
瓦伦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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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西亚
在这里，你既可以在其古老的古城区
体验历史的印记也可以让前卫先锋的
建筑给你带去惊喜。

你可以瞻仰其哥特式的大教堂和大教
堂独一无二的米盖勒特钟楼。 

你还可以走近古城区的丝绸交易所，
这也是欧洲最美的哥特式民间建筑之
一。你也不能错过市政府宫、音乐宫
以及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学院。 

作为欧洲最大的科学与文化传播中
心，  科学艺术城绝对会让你赞不绝
口。其先锋主义的建筑风格会让你赞
叹，比如名为勒弥斯菲历克的建筑是
一个人眼形状的演播大厅，而勒欧赛
安格拉菲克，则是欧洲最大的水族
馆。

 a 瓦伦西亚大教堂
瓦伦西亚

而且从瓦伦西亚到达其他的风景绝美
的小城镇，比如布尼奥尔，雷克纳，
哈蒂瓦或萨贡托，也非常便利。

这座充满着对比的城市是地
中海岸毋庸置疑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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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
到塞维利亚这座充满历史的城市开启
探索之旅吧。这里的大教堂让人叹为
观止，其最初为大清真寺。你还可以
拾级而上，登上吉拉达钟楼，拥有一
次难忘的旅行体验。你还可以漫步
西班牙广场，塞维利亚皇宫以及玛利
亚·路易莎公园。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体
验文化，那么美术博物馆和安达卢西
亚现代艺术中心无疑是最佳选择，那
里你可以观赏到最杰出的古典以及先
锋艺术作品。

如果想体验塞维利亚宗教以及民俗，
那么在圣周来游览吧，见证游行的庄
严肃穆和情绪激昂；或者在四月节期
间来访，在小棚屋中尽情欣赏音乐和
舞蹈，享用美食。

我们也建议你考虑将塞维利亚附近的以
下地点加入你的行程：卡莫纳、奥苏纳
或埃西哈。其中科尔多瓦也是你行程中
不容错过的一站：游览其景色宜人的
历史古城区以及其巨大宝藏——清真
寺，这也是穆斯林文化艺术最杰出的代
表作之一。加迪斯邀请你加入它的狂欢
节，在它美丽的古城区漫步。那里小巷
错综复杂，小小的广场星罗棋布散布在
千年的街区之间。

城市

吉拉尔达钟楼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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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
阿尔罕布拉宫作为古老的堡垒、要塞以
及苏丹和纳萨利王室的寝宫成为格拉纳
达最重要的文化瑰宝。漫步在园林与宫
殿之间，感觉如梦似幻。比如有着美丽
喷泉和池塘的赫内拉利费宫。 

将格拉纳达大教堂、卡尔特教派修道
院和科学公园博物馆加入你的行程，
让你的旅行体验更为完整。

在格拉纳达附近，你可以游览马拉加，
它是巴勃罗·毕加索的故乡。 在以其名
字命名的博物馆中你可以详尽了解这位
杰出画家的生平以及作品。这座欢愉和
喧嚣的城市中隐藏着许多美丽的角落，
比如马拉加城堡或者希布拉法罗城堡，
都是观赏美景的好去处。

西班牙的文化

漫步格拉纳达就如同走进了
一千零一夜的童话世界：八个
世纪的阿拉伯人的统治为格拉
纳达留下了来自阿拉伯文化的
丰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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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毕尔巴鄂
如果你想要见证一个城市的变迁，那么
毕尔巴鄂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城市改造
最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古根海姆博物馆，
这座钛合金建成的建筑让人叹为观止，
出自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之手。

你还可以参观其他的建筑宝藏，比如
议会宫、圣地亚哥大教堂、艾乌斯卡
尔杜那音乐宫或由诺尔曼·福特设计的
地铁。

如果你希望借此机会游览西班牙北部
的话，毕尔巴鄂附近就有绝美的富有
文化气息的城市圣塞巴斯蒂安、桑坦
德和维多利亚。

古根海姆博物馆
毕尔巴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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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文化

萨拉曼卡
沉浸在萨拉曼卡的文化氛围中。这里你
可以参观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同时也
是欧洲第三古老的大学。其文艺复兴时
期的风格会让你印象深刻。漫步在古城
区，不断发现其绝妙的历史遗迹。

你一定也会爱上城市中的大教堂，贝壳
之家，教士之家 ，拉斯杜埃尼亚斯修道
院和马约尔广场。

距离萨拉曼卡几公里处坐落着阿维拉和 
塞哥维亚； 巴利亚多利德具有文艺复兴
风格的古城区，萨莫拉则拥有重要的罗
马式遗迹。

马约尔广场
萨拉曼卡

12

萨莫拉塞哥维亚的古罗马引水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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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发掘加利西亚首都的文化宝藏，一座
文化多元的国际都市。其古城区也是
西班牙最美的古城区之一，还被联合
国科教文组织命名为世界遗产。

作为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终点， 圣地
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也是西班牙
罗马式艺术的典范。圣地亚哥之路也
是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万游客每年跋涉
的朝圣之路。

让自己迷失在古城区吧。圣玛丽亚皇
家德尔萨尔学院，加利西亚人民博物
馆，天主教双王客栈（目前改造为古
堡酒店），德卡比尔多之家和加利西
亚现代文化艺术中心 都是值得参观的
地点。

如果你还有时间，那么你还可以前往 
维戈、欧伦赛和波尔托马林这些美丽
的小镇。

 ` 圣地亚哥大教堂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13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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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文化

 a 康苏埃格拉城堡
托莱多

托莱多
托莱多西班牙名胜最多的城市之一，
汇集了基督教，阿拉伯文化以及犹太
文化遗迹。漫步在其古城区，你仿佛
置身于一个露天的博物馆中，那里多
种风格的艺术交织生辉：教堂，清真
寺，犹太教堂和各种宫殿堡垒相映成
趣。这里你还可以参观艾尔格雷科博
物馆以及欣赏其中最佳的画作。你还
可以在卡特德拉利希奥博物馆中观赏
这位著名画家的画作。

在托莱多附近你还可以前往拥有珍贵
遗迹的小镇游览，比如塔拉韦拉德拉
雷纳、  奥卡尼亚和奥罗佩萨。

照
片

：
 M

arcin Jucha/123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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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马德里）
这也是西班牙访问量最高的博物馆。
每年约有三百万游客前来参观，也是
国际上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其内部
陈列了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画作收藏
以及大量欧洲艺术藏品。

这里你可以观赏迪亚哥·维拉斯凯兹的
《宫娥》；艾尔·格雷科的《手放在 
胸前的绅士》；或是艾尔·博斯克的
《人间乐园》。

博物馆
我们国家的博物馆数量位于世界
前列：共有1500多个博物馆和丰
富的藏品。下面我们仅仅列举一
些最为重要的。

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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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娅王后 
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 
（马德里）

这是欧洲最大的博物馆之一，有让人
惊叹的现代艺术收藏。其收藏中就有
西班牙现代艺术和历史的标志之一
《格尔尼卡》，它是毕加索的杰作。 
你也可以欣赏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比
如米罗·达利，安东尼·塔皮埃斯，胡
安·格里斯，胡安·格里斯，雷內·马格
利特或奇艺达。

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 
（马德里） 

你可以观赏到从13世纪到19和20世纪
最具代表性的西方绘画艺术流派。在
其展厅中你可观赏到提香、鲁本斯、
伦勃朗、卡拉瓦乔、塞尚、马奈、梵
高、毕加索、克利和康定斯基等画家
的作品。

16

提森·波内米萨博物馆
马德里

西班牙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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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

17

达利剧院-博物馆
菲盖莱斯

古根海姆博物馆 
（毕尔巴鄂）
博物馆所在建筑为先锋派风格，也是
一个观赏现代艺术最重要藏品的一
流平台。这里还有马克·罗斯科，豪
尔赫·欧特伊萨，伊万斯·科林和杰克
斯·利奇茨等画家的作品。

达利剧院-博物馆 
（赫罗纳）
了解萨尔瓦多·达利在菲盖莱斯这座
见证他出生的美丽海滨城市的传奇
经历。你可以在这里观赏其作品，
从其艺术创作初期到其成为超现实
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画家后的作品都
包括其中。



西班牙的文化

梅里达罗马艺术 
国家博物馆（巴达霍斯）
这是一次穿越时光之旅，了解罗马文明
如何在这座由奥古斯托八世在公元前25
年建立的城市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18

阿尔塔米拉国家博物馆 
及研究中心（坎塔布里亚）
了解西班牙最大的洞穴艺术。阿尔塔
米拉洞穴的壁画有18000年的历史。
你可以看到洞穴的主要部分的逼真复
制，目前出于文物保护原因真正的洞
穴已经限制入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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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下考古博物馆 
（穆尔西亚）
你希望看到许多在地下水域发现的物
品吗，比如土罐，盘子，花盆或者护
身符？

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个博
物馆就是你不得不去的地方。刻有 
腓尼基铭文的象牙雕塑 ，世上独一无
二，定会让你惊叹。

上述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些，但是我
们的博物馆远远不止这些。其他值得
一去的博物馆界的珍宝还有马德里的

拉萨罗·卡尔迪安诺博物馆、索罗亚
博物馆、瓦伦西亚现代艺术学院、瓦
伦西亚菲利普王子科技博物馆、巴塞
罗那的巴塞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胡
安·米罗基金会博物馆以及塞维利亚的
美术博物馆。 

毕加索博物馆（马拉加）
该博物馆的建立是遵从了这位马拉加
出生画家的愿望，他希望自己的画作
可以出现在其故乡。那里你可以观赏 
长期展出的200多幅毕加索的作品。

 a 雕塑博物馆
巴亚多利德

国家雕塑博物馆 
（巴亚多利德）
如果你想要观赏西班牙中世纪到 19世
纪最优秀的雕塑作品的话，那么你就
必须来这个博物馆。在这里可以了解
到宗教人物形象在时光中的变迁，尤
其是彩色形象的变化。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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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文化

当代艺术博物馆
莱昂

照片：villorejo99/123rf.com

 
当代建筑
西班牙的先锋派建筑绝对会让你惊艳
无比。许多世界知名的建筑师都选择
了西班牙作为自己作品的所在地，比
如弗兰克·何瑞、伦索·比亚诺、尤尔
根·迈耶或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

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就是美国
人弗兰克·何瑞设计的该城独特的标志
性建筑之一。钛合金建成的博物馆墙
面色彩随着自然光线斑斓变幻以及其
在河口的倒影让人惊叹不已。这座建
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特色：那就
是其建筑表面没有任何平坦的空间。
博物馆外部还有杰夫·昆斯设计的名为
鲍比的小狗雕像和花卉雕塑欢迎你的
到来。

在阿拉瓦的埃尔希耶戈小镇还有弗兰
克 ·何瑞设计的红酒之城。  这是由一
个有150多年历史的古老酒窖和一个
先锋主义建筑构成的建筑群。建筑拔
地而起，形似葡萄藤，完全融入周围
风景。你可以前往此地，近距离的观
看，品鉴葡萄酒，还可以在此住宿一
晚，因为建筑内部设有一个酒店，两
个餐厅，一个葡萄酒水疗中心以及一
个会议厅。

卡斯蒂亚和莱昂当代艺术博物馆也是
莱昂的重要标志之一。该形似桶状
的别具一格的建筑还曾获得2007年密
斯·凡·德罗欧洲当代建筑奖。尤其是其
彩色玻璃为主体的建筑外墙面尤其引
人注目：它受到莱昂大教堂的花窗的
启发。

塞维利亚的恩卡纳西翁广场上你还会
看到德国设计师尤尔根 ·迈耶设计的 
“塞维利亚的蘑菇”（都市阳伞）。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建
筑分为五层，包括了考古博物馆，一
个食品市场，一个位于高处、用于举
行各种活动的广场。在与走廊-瞭望塔
上还可以观看绝妙的城市风光。

你想看到一座悬浮在海面的建筑吗？
那你完全可以到桑坦德海湾观看，那
里有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意大利建
筑师伦佐·皮亚诺的设计。博丁中心是
该市的文化场所：你可以走上屋顶观
赏独一无二的城市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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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
西班牙的文化遗产数不胜数。其中一个有
力的证明就是西班牙是世界遗产最多的国
家之一。除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托莱多或塔拉戈纳之外，随我们去探索另
外一些最值得一游的目的地吧。

拜萨
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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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掘世界遗产城市
如果你将西班牙作为一个文化之旅目的地的话，那么游览人类遗产之城将是你
最佳的选择。这些城市的建筑，艺术和文化价值都是无穷无尽的。不管你选择
其中的哪一个城市，你都将觉得不枉此行。

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

这里是《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
的出生地。你可以进入参观作家故
居，欧洲最古老的戏剧露天剧场以及
康普顿斯大学。

阿维拉

其12世纪修建的中世纪城墙，各种教
堂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绝对会让你
眼前一亮。

巴埃萨

探索其众多的历史遗迹，民用建筑，
以及西班牙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
城市规划。

卡塞雷斯

漫步在这座风光宜人的城市亲身感受
多种文明在此留下的印记。

科尔多瓦

参观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以及周围的
古城区：这也是安达卢西亚文化遗产
最好的见证之例。

昆卡

其城墙环绕的古城区和吊脚楼都完美
地融入了自然风景之中。

 a 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古堡酒店
马德里

西班牙的文化

 a 科尔多瓦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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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达

游览罗马时期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
你可以探访众多的历史考古遗迹，其
中包括宏伟的剧院、古罗马圆形剧场
和竞技场。

萨拉曼卡

你可以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出彩
的城市流连漫步。当你看见其辉煌的
历史遗迹，你就会理解为何该城2002
年被命名为欧洲文化首府。

拉古纳的圣克里斯托瓦尔

这座位于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中的
城市，如画的风景、别致的街道会带
着你回到旧日时光。其完美的殖民时
期建筑规划包括了一座威风庄严的大
教堂和17和18世纪的许多贵族府邸。

 a 吊脚楼
昆卡

洛斯米拉格罗斯的引水渠
梅里达

23

萨拉曼卡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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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哥维亚

让自己迷失在老城区错综的小巷中，
发现其举世闻名的古罗马水渠，这也
是欧洲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水渠之一。
到了这里还必须要去大教堂和宏伟的
塞哥维亚城堡。

乌韦达

你会见到最让人震撼的欧洲文艺复兴
建筑群之一。不疾不徐地观赏宫殿以
及塔楼。

伊维萨

伊维萨岛的老城区被称为“达尔特维
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
文化遗产。游览围绕老城区的文艺复
兴式城墙，其初建于16世纪，旨在抵
御土耳其人的入侵。

西班牙的文化

 a 萨尔瓦多礼拜堂
乌韦达，哈恩

 b 伊维萨



世界遗产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名胜和景点
这里你会找到你想体验的一切：从民
间建筑比如梅里达的建筑群，到宗教
遗迹比如布尔戈斯大教堂和萨拉戈萨
的圣母比拉尔大教堂。 

你想要来一次穿越时空之旅吗？那么
你可以前往位于拉里奥哈的圣米言德
拉科戈亚的苏索修道院，在其四壁之
间某位僧人曾经在这里写下西班牙语
中最古老的词语。或者在布尔戈斯的

阿塔普埃尔卡山遗址回溯到史前。值
得游览的地方非常多。

参观位于萨拉戈萨市中心的阿拉伯时
期建筑瑰宝阿尔哈菲利亚宫，塞维利
亚的大教堂、阿尔卡萨尔城堡和西印
度洋档案馆，阿拉贡的穆德哈尔建筑
或是卢戈的罗马式城墙。而你的旅程
也因此拥有了无限可能。

2525

布尔戈斯大教堂



国际旅游 
节日

西班牙目前已经有30多个节日被命名为
国际旅游节日。你想要去哪个呢？这里
我们给你一些线索方便你做出选择。

狂欢节

每逢二月西班牙的大街小巷都色彩斑
斓，洋溢着欢乐：这就是狂欢节。你
可以前往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亲
身体验最著名的狂欢节之一。其狂欢
皇后选举晚会中华美的服饰足以让你
眼花缭乱。在加迪斯你可以在化妆游
行、合唱和琴里歌达斯（一种讽刺批
判的歌曲）中寻找乐趣。而在穆尔西
亚大区你则可以参加阿吉拉斯狂欢
节，这里有扔卡斯卡龙（内部主要装
满彩纸的鸡蛋）和“拉古艾瓦”这种可
以唤醒你身体里的狂欢细胞的饮料。

法雅节

让瓦伦西亚三月最大的庆典法雅节的
欢愉感染你吧。每年800多件由木头和
石纸板制成的寓言故事塑像会在城市
的大街小巷展出，随后塑像会在篝火
中被烧掉。升腾的烟火，乐队倾情演
奏以及当地传统服饰游行让节日气氛
达到高潮。

文化庆典和 
传统习俗
西班牙的节日庆典全年不断。其中一些，
比如奔牛节已经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庆典。
而且你也会亲身体验到其独一无二的传统
习俗，比如弗拉门戈舞或者吃小吃。通过
节日庆典，体验、感受和享受西班牙。

西班牙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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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法雅节



圣周

春天总是与圣周一起到来：圣周是西
班牙最古老和引人关注，融合了宗
教、传统习俗和艺术的节庆活动。不
管你选择去哪里，你都会感觉到激情
洋溢。其中最著名的还要数塞维利
亚。其著名的“清晨游行”中，当耶稣
像经过的时候，西班牙的这个大区首
府的街道沸腾起来。

在卡斯蒂亚和莱昂地区著名的圣周庆
典在阿维拉、莱昂、梅迪纳德尔坎
波、梅迪纳德里奥塞科、巴伦西亚、
萨拉曼卡、巴亚多利德和萨莫拉举
行。所有的庆典都以其塑象的艺术价
值而著称。另一个独一无二的节日则
是阿里坎特的埃尔切周日花束游行。
这里成千上万人都拿着编织的棕榈树
枝条，引人注目。

四月节

四月的塞维利亚则是无时不刻都在休
闲娱乐的代名词。其节庆地点和节庆

摊位都洋溢着音乐，笑容，美食以及
美酒或者 “雷布希朵” （甘菊酒兑上汽
水制成的饮料）。离开之前如果没有
品尝过“炸鱼”或油炸圈饼（一种美味
的甜品）或者没有观赏让人惊叹的骑
士和 马车游行，那就太遗憾了。

奔牛节

7月6日到14日，潘普洛纳会举行不间
断的庆典，而庆典的主角正是公牛。  
与牛同奔 的危险与刺激，与街头巷尾
日日夜夜的欢快娱乐的氛围相映成
趣。喝酒，跳舞，音乐舞蹈庆典，露
天音乐会，帕萨卡丽亚舞蹈，烟火……
都是你不可错过的娱乐活动。

番茄大战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节日，这里所有
人都互扔番茄。节日在瓦伦西亚的布
尼奥尔举行。快来参加我们这场快乐
的战争吧，节日在八月最后的一个星
期三拉开序幕。

2727

文化庆典和传统习俗

 a 塞维利亚的圣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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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习俗
除了上述庆典以外西班牙也有许多有
着百年历史的文化习俗：

弗拉门戈

探访弗拉门戈舞厅：优美的舞蹈会立
刻俘获你的心。你会随着弗拉门戈演
唱者在吉他和  击掌节拍中沧桑的唱
腔感受到心潮起伏。而 舞鞋叩地的声
音，以及炫目的舞蹈会牢牢吸引你的
目光。亲身体验这种历史悠久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通过民间艺术所带来的激
情吧。

叠人塔

看到由真人叠出的6到10层的似乎要冲
破天空的人塔 ，你的眼睛会与你的心
一同尖叫。这是加泰罗尼亚文化中有
着两百多年历史的传统习俗，在漫长
的岁月中代代相传。

小吃

体验西班牙健康的习俗吧：去吃小吃
（tapas）。 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西班牙文化的方式，你可以用舌尖品
味小份美食，感受民间美食文化的精
髓。西班牙所有的城市乡村中都有擅
长制作小吃的酒吧。这里你可以品尝
举世无双的伊比利亚橡木猪肉火腿或
者西班牙传统的土豆饼，以及其他高
端美食。

西班牙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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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坐在罗马剧院的观众席中，享受星空
下的梅里达古典戏剧节，它是西班牙
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戏剧节。每年在7月
到8月举行。另一个夏日避暑不容错过
的节日则是阿尔玛格罗国际古典戏剧
节， 节庆期间一般上演16和17世纪的
戏剧。每年7月在卡斯蒂亚拉曼查的阿
尔玛格罗举行。

音乐
你是爵士乐的爱好者吗？那么11月来
参加欧洲最古老的艺术节之一吧：格
拉纳达国际爵士音乐节。你喜欢的
是流行，摇滚，独立音乐还是电子音
乐？那么你应当来参加在卡斯迪翁举
行的西班牙最大的国际音乐节：FIB国
际贝妮卡辛音乐节。每年7月举行，你
可以享受露天的优美音乐。

如果你特别喜欢流行和国际摇滚乐的
话，那你应当在7月上半月去毕尔巴鄂
参加BBK现场音乐节。同月你还可以
享受一次纯正的凯尔特音乐之旅，参
加拉科鲁尼亚的奥尔蒂盖拉音乐节 。

电影
 在欧洲最著名的电影节之一圣塞巴斯
蒂安国际电影节，享受第七艺术和电
影圈的优雅魅力吧。走过该电影节红
毯的有许多传奇巨星，其中就有奥黛
丽·赫本。

如果你想更多的观赏了解西班牙电
影，那么你应当在4月或5月前往西班
牙南部参加马拉加电影节。 如果你喜
欢奇幻电影，那么你会爱上锡切斯国
际奇幻电影节。 

节庆
如果你热爱戏剧，音乐或者电影，
那么西班牙的艺术节日清单则会很
对你的胃口。

 a 梅里达经典戏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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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旅路线
选择了解西班牙的最让人震撼的方式之一吧：踏上西班牙文化之旅。

白银之路路线
准备好适宜的鞋子，然后开启你的冒
险旅程吧。该路线连通西班牙南北，
你可以追随古罗马军队的脚步前行。
如果你愿意，还可以选择骑自行车或
者摩托车完成路线。

 b 古罗马大道
梅里达

西班牙的文化

路线连接了塞维利亚和 希洪： 路线
中还会穿越许多历史城镇，比如梅里
达，卡萨雷斯，贝哈尔或莱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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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朝圣之路

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绝对是一次激情洋
溢且让人终身难忘的冒险。这也是一
种别样的了解西班牙北部的方式，可
以走不同的道路，不过殊途同归，所
有道路的最终 目的地都是加利西亚埋
葬着使徒圣雅各遗骨的圣地亚哥-德孔
波斯特拉大教堂。 

走完路线才可以领取名为孔波斯特拉这
一为因为宗教以及修灵原因走完全程
的人颁发的证书。如果你想得到此证
书，你至少必须步行或者骑马前进100
千米，或者骑自行车前行200千米。

堂吉诃德之路
你想要重温经典塞万提斯巨著《堂吉
诃德》中主角所走完的路途吗？路途
中你将会经过多百年城镇，历史古
道，穿越著名的风车磨坊和书中描述
的自然场景。

路途中的一些值得一提的地点为托莱
多、坎波德克里普塔纳、埃尔托沃
索、阿尔玛格罗、坎博德卡拉德拉瓦
和阿尔加马西利亚德亚尔瓦。 

文化之旅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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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车
孔苏埃格拉，托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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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西班牙可以做什么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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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阿尔卡萨尔城堡内部
塞维利亚

电影 
之旅

西班牙作为一个电影盛地，在许多城
市都可以找到与电影有关的路线。想
要了解这些地点，只用报名参加一个
旅游团就可以。

在阿尔梅里亚的沙漠是许多西部片的
取景地，至今这里依然回响着柯林
特·伊斯特伍德的脚步声（你可以参观
老电影工作室），在其城堡中则拍摄
了两部超级大片：《圣战奇兵》  和 
《巡戈飞弹》。

如果你是影迷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去塞
维利亚：《星球大战》中的阿米达拉
公主就曾在西班牙广场散步。它的城
堡和意大利废墟都被选为《权力的游
戏》中重要场景的取景地。这部成功

的电视剧在西班牙多处取景，其中就
有赫罗纳、阿尔梅里亚，佩尼伊斯科
拉或纳瓦拉的巴德纳斯雷阿斯。 

卡斯蒂亚拉曼查有一条以西班牙导演 
佩德罗·阿尔莫多瓦 为主题的路线。如
果你想了解电影中的自然场景拍摄地
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前往阿斯图里
亚斯的兰斯电影路线，或者走坎塔布
里亚的 科米雅斯电影路线。 

富埃特文图拉岛（加那利群岛）的沙
漠风光和月球表面一般的地貌曾作为
雷德利·斯科特的《法老与众神》以及
罗伯特·辛密克斯的 《同盟间谍》的取
景地。《星球大战》的新版本也在该
岛南部拍摄了一些场景。

西班牙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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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酒店
古堡酒店不仅仅是一个住宿的地
方。这也是一种体验西班牙魅力的
不同方式。酒店选址都是在独一无
二的标志性建筑里，而且都会有绝
美的自然或者历史风光。许多酒店
都是真正的建筑界的明珠，比如城
堡，宫殿，修道院，等等，还有的
是新建建筑。所有的该类酒店都推
崇品质、舒适度和个性化服务。

目前西班牙共有90多家古堡酒店。
如果你喜欢亲近历史，那么古堡
酒店是你的不二选择。访问www.
parador.es 网站寻找你喜欢的古堡酒
店吧。

 a 卡尔莫纳古堡酒店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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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深藏的 
十个秘密
西班牙是一个宝藏丰富、历史悠久的国家。这里有10件文化珍宝等待着你的发
掘。

位于科尔多瓦普列格的国王喷泉

其巴洛克的风格会让你赞叹不已。喷
泉共有三个长方形的池塘，内置139根
管道，一定要尤其注意喷泉中间的雕
塑：可以看到海神和安菲特里特坐在
一辆马车里。

瓜达拉哈拉宫殿

进入门多萨公爵的古老居所。 宫殿在
15世纪中期开始修建，风格为哥特风
格。不过一个世纪后采用了文艺复兴
时期的风格。你可以在许多的细节中
发现阿拉伯文化的痕迹。

瓦伦西亚大教堂

人们将其称之为“不知名的美丽教
堂”。观其哥特式华丽外观，而进入后
又发现其内部的伊莎贝尔时代风格，
银匠式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元素。

比斯开的塞纳德鲁萨修道院

这是巴斯克地区的标志建筑，是圣地亚
哥朝圣之路中世纪时期的一个重要地
标。在此可以瞻仰其15世纪修建的哥特
文艺复兴式教堂和其美丽的修道院。

卡尔莫纳的塞维利亚之门城堡

该建筑是迦太基人公元前9世纪开始修
建的，之后由古罗马人继续修建。你
会在其中发现许多建筑瑰宝，比如致
敬塔，黄金塔或者阿尔西贝司庭院。

萨莫拉大教堂

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西班牙罗马式建
筑，那么这里你可以找到最重要的典
范之一。教堂内部有许多艺术品等待
着你来探索。

西班牙的文化

 a 瓦伦西亚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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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深藏的十个秘密

列伊达的圣克雷门特德塔乌尔教堂

这座在11到12世纪之间修建的教堂绝
对让你印象深刻。教堂属于拉瓦尔德
博艺的罗马式教堂群，目前已经被联
合国科教文组织命名为世界遗产。

莱昂的阿斯托加主教宫

站在该宫殿前你会以为它是童话故事
中的城堡，带有雉堞、瞭望塔以及环
绕的护城河。该建筑是新哥特风格的
现代主义建筑，也是罗丝卡米洛斯博
物馆目前的所在地，是由高迪设计修
建的。

 拉里奥哈的卡尼亚斯修道院

这也是西班牙首批建成的修道院之
一。你会在其哥特式的教堂中寻找到
无限乐趣。修道院自1170年开始就一
直供闭关修女们居住。

索里亚的圣胡安德杜埃罗修道院

了解这个基督教中世纪建筑的典范。
其拱廊也是当时许多建筑趋势的一个
缩影：包含了罗马风格，哥特风格和
穆斯林风格。

 a 主教宫
阿斯托加

 a 圣胡安德杜埃罗修道院
索利亚

 a 萨莫拉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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