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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罗夫拉（ROBLA）快车

介绍 
快捷方便畅游全国：乘坐火车。

享受西班牙便捷的铁路设施，方便出
行。西班牙国家铁路网络（RENFE） 
将所有地区的首府与马德里以及不同
的自治区连接起来。

乘坐高铁（AVE）畅游西班牙的主要
城市。远距离旅行也可以在短时间完
成，准时到达目的地，让你精力充
沛地探索新目的地，品尝美食。在同
一天，你可以安静地在马德里享用早
餐，接着在塞维利亚享用晚餐的同
时，观赏弗拉门戈演出。

享受豪华火车的体验。一边观赏风景，
一边到餐车品尝西班牙美食的精华。相
信你会爱上跨坎塔布里亚火车。你可以
在列车上欣赏风景如画的绿色西班牙
美景：火车上配有宽敞的套房和私人
浴室、按摩浴缸、桑拿、蒸汽浴……另 
一个选择是安达卢西亚火车，你可以搭
乘宫殿般的火车在中部和南部穿梭。火
车采用美好年代的装饰，提供上个世纪
20年代最具特点的宽敞休闲车厢以及
丰富的美食，你一定会在火车上度过 
几天难忘的时光。

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吸引人的线路， 
一路上充满惊喜。乘坐朝圣列车，用
不同的方式尝试圣地亚哥之路；或者
乘坐十九世纪运输煤的复古列车——
罗夫拉快车，享受北部最美风景。

如果你想要一日游路线，也有许多
选择。你可以在马德里乘坐草 莓
火车，一列精美的木质车厢火车，
将你带至历史悠久的阿兰胡埃斯
（ARANJUEZ）。或是中世纪火车，
你可以享受戏剧般的乘车体验，来
到瓜达拉哈拉的美丽村庄锡古恩萨
（SIGÜENZA）。

收好行囊，乘坐火车探索西班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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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西班牙高铁（AVE）飞驰
如果你游览过一座城市，想飞驰到另一个城市，不妨选择高铁。这些火车高速穿
行于西班牙全境，是节省时间的最佳选择。该铁路网连接了众多城市，也提供了
定制旅行线路的可能。

从马德里 
到巴塞罗那
高铁连接了西班牙最主要的两个大
都市：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仅需 
两个半小时，你就可以从内陆来到海
边。你也可以中途下车，去了解萨拉
戈萨。

马德里

享受这座充满艺术、历史和趣味的都
市。你可以选择艺术之路，游览在这条
线路上聚集的博物馆、喷泉和郁郁葱葱
的花园。在这条线路中，你可以参观 
三个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的绘画类博
物馆：普拉多博物馆、提森-波内米萨博
物馆和 索菲娅王后艺术中心。迷失在老
城区，感受每个区的独特魅力，诸如奥
地利王朝的马德里、 鹊卡区或文人区。



白天黑夜各有魅力：这座城市不分昼
夜，总是有适合你的选择。在酒吧或
餐馆的露台坐下，在琳琅满目的传统
菜肴和新颖食谱中大快朵颐。

巴塞罗那

爱上这座先锋气息十足的地中海大都
会，每时每刻都让你充满惊喜。步行
或者骑自行车游览这里各个街区、兰
布拉大街和海滨大道。让自己迷失在
著名的哥特区小巷子里，感受中世纪
风情。感受以安东尼奥 ·高迪为代表
的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艺术：欣赏他
的大师之作——圣家堂或是古埃尔公
园。查阅城市的文化活动日程表，参
加展览、音乐会、演出……享受巴塞罗
那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美食。让自
己放纵一下：品尝手工面包店的点心
和起泡酒。你也可以从马拉加乘坐高
铁来到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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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西班牙高铁飞驰

罗旦高架桥
萨拉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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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火车行

萨拉戈萨

阿拉贡大区的首府用埃布罗（Ebro）
河岸边的魅力老城区欢迎你。步行或
骑自行车经过河岸，欣赏宏伟的桥
梁。在这里的街巷和步行街中穿梭，
感受强烈的文化气息，欣赏诸如罗马
古城墙、温泉、古罗马广场和剧场等
魅力十足的建筑；参观阿尔哈费里亚
（Aljafería）宫、巴洛克建筑瑰宝比
拉尔（Pilar）教堂或戈雅博物馆。从
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这是品尝西
班牙开胃小吃的绝佳机会。萨拉戈萨
为筹备2008年世界博览会而建造了诸
如水族馆、阿拉贡馆和第三千禧桥等

诸多具有现代感的房屋和桥梁，也非
常值得一游。

该线路中的其它城市

在萨拉戈萨和巴塞罗那之间，这条
线路经停莱里达和塔拉戈纳这两座
加泰罗尼亚的城市。在莱里达坐落
于丘陵上的市中心，你会看到一座
十三世纪的罗马哥特式教堂——Seu 
Vella也就是老大教堂。这里的食物
精致美味：尝尝焗蜗牛和阿格拉蒙特
（Agramunt）巧克力。如果你想在
地中海的黄金海岸戏水、品尝新鲜的
海产，那么就去塔拉戈纳看看。去被

 a 比拉尔圣母大教堂
萨拉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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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西班牙高铁飞驰

公元前三世纪建成的古城墙环绕的老
城区转转，探索海边宏伟的古罗马剧
场；这一切都被纳入世界遗产，具有
极大的考古价值。

如果你乘坐马德里-韦斯卡（Huesca）
高铁线，就可以在22分钟之内到达美
丽而充满历史气息的瓜达拉哈拉，品
尝羊肉或鳟鱼，再到拉尔卡利亚（La 
Alcarria）购买著名的蜂蜜。或者在卡
拉塔尤德（Calatayud）下车，感受老
城区的穆德哈尔式建筑。如果你一直来
到了韦斯卡，就游览一下老城区，或是
去阿拉贡的比利牛斯山林探个究竟。

南部 
路线
在西班牙首都开始新的一天，接着在
安达卢西亚的中心塞维利亚或是在地
中海畔马拉加继续旅行。高铁马德里-
塞维利亚线和马德里-马拉加线连接了
数座城市。

进入安达卢西亚疆土之前，高铁会经
过两座位于卡斯蒂亚-拉曼查大区的城
市。不到一小时，你就会来到雷阿尔城
（Ciudad Real），在老城区逛一逛，
尝尝美味的奶酪、葡萄酒和野味。

 ` 卡拉塔尤德
萨拉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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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火车行

科尔多瓦

这座安达卢西亚城市一定会让你着
迷，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
遗产。乘坐高铁，从马德里出发只需
一个半小时多一点就可以到达。走进
老城区，在迷人的街巷、广场和石灰
粉刷的庭院中穿行，感受华美的西班
牙穆斯林建筑遗产及地标性建筑——
科尔多瓦清真寺-大教堂。

品尝当地美食，如由西红柿、面包、
橄榄油制成的科尔多瓦蔬菜冷汤
（salmorejo cordobés）或是醋汁鳀鱼
（boquerones en vinagre）。如果你
喜欢甜食，尝尝科尔多瓦蛋糕、牛奶
焦糖夹心饼（alfajores）或是蜜汁油炸
酥（pestiño）：就会在科尔多瓦美食
中发现阿拉伯传统的踪迹。

 L你也可以从其他城市乘坐高铁来到
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巴塞罗那、
瓦伦西亚、马拉加和萨拉戈萨。

 a 清真寺-大教堂
科尔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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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西班牙高铁飞驰

塞维利亚

来到安达卢西亚的首府，沉静在快乐
的氛围中，探索真切的文化珍宝，
如大 教 堂或阿 尔 卡 萨 皇 宫。只需 
两个半小时你就可以到达距离马德里
500公里的地方，享受灿烂的阳光和
宜人的气候。别忘了去弗拉门戈小酒
馆（tablao）感受一次弗拉门戈歌舞表
演，这种大众艺术表现形式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

如果你在圣周（Semana Santa）或 
四月节（Feria de Abril）期间旅行，
就可以观赏到全国最富有感染力的 
两个节日。

 a 塞维利亚四月节
塞维利亚

 b 圣母玛利亚教堂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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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火车行

马拉加

在这里美丽的沙滩上散步，甚至是冬
季也没有问题，尝尝著名的炸小鱼或
串起炭烤的沙丁鱼（espeto）。美味
的创意菜肴也会给你带去惊喜。

如果你想来一场文化洗礼，这里有 
35座博物馆等着你，比如毕加索博物
馆或者蓬皮杜中心。你会爱上老城区
的罗马剧场、阿拉伯堡垒和充满历史
气息的公园和花园。从希布拉尔法罗
（Gibralfaro）山望下去，整座城市尽
收眼底。

夜幕降临时，在城中享受精彩的夜生
活，或在海边安静地饮上一杯酒。你
也可以到酒店的天台寻找一丝清静：
在最高处静静欣赏这座不夜的城市。

如果你选择马德里-马拉加高铁线路，
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你可以在两座安
达卢西亚小城驻足。在科尔多瓦的被
橄榄树环绕的普恩特赫尼尔（Puente 
Genil），穿过赫尼尔河，尝尝当地
人引以为豪的榲桲。如果你想探索宫
殿、修道院、尼姑庵或是阿拉伯堡
垒，不妨在安特克拉（Antequera）
下车。在这座属于马拉加管辖的美丽
城市，你可以欣赏青铜时代的古迹，
比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的安特克拉古墓（Dolmenes de 
Antequera）遗址。

 L你也可以从巴塞罗那乘坐高铁来到
马拉加。

从马德里只需两个小时20分钟就可以到
达位于地中海边的，伟大画家毕加索的
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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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西班牙高铁飞驰

引水渠
塞哥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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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线路
在一天之内游遍马德里和卡斯蒂亚和莱昂自治区的主要城市，这里的美食闻名
天下。你将会经过迷人的城市诸如塞哥维亚、巴亚多利德、帕伦西亚和莱昂。

塞哥维亚

从马德里出发，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
到达。著名的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引
水渠邀请你感受被列入世界遗产的老
城区。漫步在迷人的狭窄街道上，你
将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中世纪和文艺
复兴时期的建筑，如哥特式风格的大
教堂。

城堡如公主童话故事般出现在你眼
前，悬在护城河上的吊桥、尖尖的塔
楼、双面的落地窗。塞哥维亚的美食
也同样令人心向往之。尝尝这里的招
牌菜烤乳猪或是农场白豆，再配上 
一杯杜埃罗河畔的葡萄酒。



西班牙火车行

距离塞哥维亚半小时，距离马德里 
一小时的地方，巴亚多利德等待着你
的到来。你一定会爱上文艺复兴风格
的老城区。记得去参观国家雕塑博物
馆，更别忘了尝尝美味小吃。

如果你想继续感受古罗马时期风格的
西班牙，就到巴伦西亚的老城区，从
马德里乘坐高铁只需一个半小时。记
得尝尝烤乳羊、炖鸽子或美味炖什锦
蔬菜。

莱昂

参观这座位于西班牙西北部，莱昂省
的省会城市，也是圣地亚哥之路上朝
圣者们的休息站。如果你从马德里乘
坐高铁，两小时多一点就可以到达。
在老城区你可以参观古罗马城墙，以
及两处展现中世纪辉煌的瑰宝级建
筑：大教堂，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建
筑，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彩色玻璃
窗以及圣伊斯德罗大教堂（被称为
西班牙罗马式的“西斯廷教堂”）。参
观潮湿街区（Barrio Húmedo）的小
巷，选一个小酒吧，尝尝美味的莱昂
小吃。尝尝牛肉火腿、香肠和蘑菇在
等小吃，再配上有原产地证书的葡萄
酒：莱昂和厄尔比艾索（el Bierzo）。

 _  莱昂大教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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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 
线路
如果你在首都游玩，但思念海的味
道，可以乘坐高铁前往瓦伦西亚或者
阿利坎特。不到两个小时，你就可以
漫步在海滩上，再尝尝美味的西班牙
烩饭。

你也可以在位于卡斯蒂亚-拉曼查的昆
卡下车，距离马德里不到一个小时的
高铁车程。你会惊诧于这里的悬屋，
在怪石嶙峋的山间矗立。如果你对肉
食情有独钟，这里有丰富的野味供你
挑选。从昆卡出发，你可以乘坐高铁
前往阿尔瓦塞特——卡斯蒂亚-拉曼查
最大的城市。

 ` 悬屋
昆卡

 a 艺术科学城
瓦伦西亚

瓦伦西亚

这里的气候总是那么怡人，海滩也令
人沉醉。在古老的卡门街区迷宫般的
小巷穿梭。欣赏大教堂和丝绸市场这
两处哥特式建筑的瑰宝。如果你想在
林间漫步，可以前往图里亚（Turia）
花园，步行或骑自行车皆可。不要
错过参观科学艺术城的机会，  这是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和文化传播
中心，包括Oceanogràfic这一欧洲最
大的水族馆。 

 L在此处查看高铁路线和时刻表的所
有信息： www.renfe.com/viajeros/
larga_distancia/productos/

乘坐西班牙高铁飞驰

www.renfe.com/viajeros/larga_distancia/productos
www.renfe.com/viajeros/larga_distancia/produc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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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火车行

热门 
豪华线路
入住行驶于铁轨之上的豪华酒店，开
启一段美景不断的旅程。在度过一个
美好的夜晚之后，列车在车站停稳，
你可以舒适地在套房中休息。而在白
天，在平稳前行的火车上醒来，享受
五星级的服务、精美的菜肴和丰富多
彩的活动。

每个车站的设置都是为了你能够尽可
能地了解每处景点。会有一辆公共汽
车等着你，把你送往拥有迷人景致和
高档餐厅的地方。

乘坐车轮上的宫殿去旅行，感受浪
漫主义。

 a 圣地亚哥大教堂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热门豪华线路

跨坎塔布里亚豪华火车线路

跨坎塔布里亚豪华火车
圣安托林海滩，阿斯图里亚斯

跨坎塔布里亚 
豪华火车

这一豪华列车原型为上世纪20年代塞
巴斯蒂安（巴斯克地区）直到圣地亚
哥-德孔波斯特拉（加利西亚），当然
你也可以反向而行。

你可以在14间装饰精美的豪华套房中
的一间休息，透过私人套房的车窗或
是沙龙车厢的大落地窗，可以欣赏窗
外壮丽的景色，沙龙车厢是1923年的
原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铁路瑰宝。



 

 _ 小吃串

在经过巴斯克地区、坎塔布里亚、阿
斯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的途中，你可
以享受西班牙北部享有盛誉的美食。
不论是在车厢内外，你都可以品尝由
享誉全球的顶尖厨师精心烹饪的传统
美食。美食种类繁多，从炖白豆、香
肠炖白豆、烤鱼、凤尾鱼到海鲜应有
尽有。当然少不了甜点、馅饼、香肠
以及各个区域特有的葡萄酒。你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在预订旅行时点
上为自己专门订制的美食。

每天早上，在一份丰盛的早餐过后，
充满惊喜的一天在等待着你：在向导
的带领下，到景色优美的小镇的街道
漫步，参观博物馆、教堂和在特色餐
厅享尽美食。

你会惊讶于圣塞巴斯蒂安海湾的优
雅，而毕尔巴鄂则是动感十足，充满
了先锋气息。在那里你会有机会参观
著名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而在桑坦
德，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大赌场一
游。同样，你也可以前往较小的村
庄，比如拥有美丽老城区的桑地亚那
德尔马尔（Santillana del Mar ），
或是里瓦德塞利亚（Ribadesella）迷
人的海滨大道。当然也少不了自然风
光：你会爱上欧洲之峰国家公园的山
峦和加利西亚的大教堂海滩的美丽景
观。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拥有迷
人的老城区和震撼人心的哥特式大教
堂，这里是每年数以千计的朝圣者的
最终目的地。

西班牙火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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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坎塔布里亚经典火车 

跨坎塔布里亚经典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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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坎塔布里亚豪华火车线路

晚饭后回到车厢，你可以加入现场演出
派对，或是在沙龙列车中安静地享用 
一杯酒，或是在你的豪华包厢中休息。
为了让你得到更好的休息，列车在夜晚
会停下，你也可以下车散散步。

   跨坎塔布里亚  
经典火车
如果你不想乘坐跨坎塔布里亚豪华列
车，另外一个上等选择是跨坎塔布里
亚经典列车，游遍坎塔布里亚海岸和
内陆的卡斯蒂亚-莱昂地区。你可以选
择起点为莱昂市、终点为圣地亚哥-德
孔波斯特拉的八天路线，或者更短的
路线：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桑坦德
或莱昂-桑坦德。



 

西班牙火车行

安达卢西亚观光专列

登上车轮上的宫殿，探索西班牙。

格拉纳达的安达卢西亚观光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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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卢西亚观光专列
安达卢西亚观光专列是世界上最宽敞
的豪华火车之一。你仿佛穿越到了 欧
洲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  时期的
魔幻时光。火车上的 套间 和当年英国
王室从法国加来（Calais）前往蓝色
海岸乘坐的列车如出一辙。复古的魅
力与现代设施完美结合。

在沙龙列车中，你可以一边欣赏窗外
的美景，一边享受美味的早晚餐。如
果想放松身心，可以前往钢琴车厢欣
赏现场音乐演出。

你有两个选择：如果你想完全体会西
班牙南部的魔力，那就选择安达卢

西亚线路。这条线路起点和终点都在
塞维利亚。安达卢西亚的首府会用它
充满阿拉伯风情的老城区、宜人的
气候和开朗好客的人们征服你。在
这段为期七天的旅途中，你会爱上
这片土地的特有美食，诸如橄榄油、
雪利酒和哈武戈（Jabugo）的伊比
利亚火腿。此外，你还可以在沙龙车
厢中品尝传统美食，诸如西班牙冷汤
（gazpacho）或是炖牛尾（rabo de 
toro），或是尝试一下地中海先锋美
食，你也可以在列车停靠时为你精心
挑选的餐厅用餐。

安达卢西亚观光专列线路



 

20

西班牙火车行

王子花园
阿兰胡埃斯，马德里

每天你都会在不同的城市醒来，无
数精彩的活动等着你。比如，在赫
雷斯，你可以参加由安达卢西亚
皇家马术艺术学院举办的以安达卢
西亚马为特色的西班牙音乐舞蹈表
演。在格拉纳达，游览阿尔罕布拉
宫会让你终生难忘。你也可以前往
拥有迷人文化的小镇，比如乌韦达
（ÚBEDA）和拜萨（BAEZA）这 
两座被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遗产的小镇。

如果你想去埃斯特雷马杜拉或是卡
斯蒂亚，可以选择塞维利亚-马德里
线路。在这段为期六天的旅途中，
你可以享受当地美食，诸如炖肉汤
和卡斯蒂亚地区著名的烤肉。

在参观完美丽的塞维利亚之后，列
车还有其他停靠站等待着你来探
索。在梅里达（MÉRIDA）和卡塞
雷斯（CÁCERES），你可以观赏罗
马时期的建筑。这里是西班牙盛产
最上等的火腿的地方，不要错过参
观伊比利亚猪饲养场的机会。如果
你想投入到大自然中去，我们建议
你到孟弗拉圭（MONFRAGÜE）自
然公园一游。在到达著名的西班牙
首都马德里之前，还有许多惊喜等
待着你。参观古城托莱多一定会让
你记忆深刻：犹太、穆斯林和基督
教文化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这里
的建筑都是历史瑰宝。你会爱上小
镇阿兰胡埃斯（ARANJUEZ），那
里的王宫和花园十分迷人，你可以
在一个古老的酒庄小酌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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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火车线路
从一日游路线，到更长的旅游路线，乘坐火车游览西班牙的选择数不胜数： 
多条线路供你选择，不仅可以享受旅途本身，还有机会发掘新的旅游宝藏。记住
查询发车日期。选择最适合你的旅行计划，提前预订，然后乘着火车去旅行！

朝圣者专列
用不一样的方式感受圣地亚哥之路。
朝圣者专列为你提供为时五天的旅
程，从马德里出发，在移动着的酒店
中向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进发，让
你尽情享受旅程。在朝圣路的三段路
线中，你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车从而获
得朝圣成功证书（La Compostela）。
只要步行超过100公里或骑行超过 
200公里就可以获得该证书。你也可
以选择走更短的路线，或者去火车经
过的其他小镇转转。

在火车停靠点和徒步路线起点之间，
可以乘公共汽车到达，并在整个旅途
中都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你可以在
火车上的咖啡厅享用早餐或午餐，也
可以去餐车的餐厅中用餐。如果你想
要进行娱乐活动，有一列车厢专为此
设置。

 a 罗夫拉（ROBLA）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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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夫拉（ROBLA） 
快车
随这列经典的，配备空调的火车酒店
旅行，感受西班牙北部的艺术、景观
和美食。罗夫拉（Robla）快车。你可
以选择两条线路，罗夫拉（Robla）或
是绿色天堂，两条线路都为时四天。

你的隔间里一应俱全，拥有现代并充满
活力的装饰，你可以在卧铺中休息，
并使用独立的卫生间。和其他的列车一
样，罗夫拉（Robla）快车在夜间也会
停车，为了保证你的睡眠质量。

每天清晨，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你可
以一边透过大玻璃窗欣赏美景，一边
享受美味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则安排
在当地特色菜肴的餐厅中，在那里品
尝佳肴和传统菜品再完美不过了。跟
随火车同行的大巴带你去沿途的小
镇，参加有导游的游览，参观博物馆
和其他景点，或者观看表演。景点门
票和餐饮都包括在票价中。

 a 罗夫拉（ROBLA）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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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选择罗夫拉（Robla）路线，古
老的列车会将你从巴斯克地区的毕尔巴
鄂带到卡斯蒂亚和莱昂地区的莱昂，你
也可以选择反向而行。在布尔戈斯，你
将会欣赏到令人难忘的喀斯特地形瓜
雷尼亚之眼（Ojo Guareña），这里可
以看到史前古人类的遗址。你将穿过
美丽的帕伦西亚山区小镇，并会看到有
著名的罗马式教堂的小镇夫罗米斯塔
（Frómista），这里是圣地亚哥朝圣之
路的必经之地。

 ` 布尔戈斯大教堂

如果坎塔布里亚海岸山脉和海洋之间
的迷人美景更吸引你，则可以选择
在毕尔巴鄂（巴斯克地区）和奥维
耶多（阿斯图里亚斯）之间的绿色
天堂路线。你将参观到中世纪的村
庄，如别具风情的桑地亚那德尔马尔
（Santillana del Mar ）（坎塔布里
亚）或诸如拉雷多（Laredo）或亚内
斯（Llanes）（阿斯图里亚斯）等的
小渔村。你可以乘船游览参观桑托尼
亚（Santoña）（坎塔布利亚）的著
名凤尾鱼罐头工厂。你也可以一边品
尝传统的阿斯图里亚斯苹果酒，一边
欣赏欧洲之峰国家公园宏伟的自然风
光。除了现代化的毕尔巴鄂，你还会
有机会了解到两座坎塔布里亚海流经
的城市：桑坦德和希洪。

桑地亚那德尔马尔
坎塔布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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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 
专列
踏上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文学之旅，这里是《唐
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出生的地
方。仅需一天时间。如果你在马德
里，这是个绝好的郊游机会。现代的
马德里近郊火车从市中心的阿托查
火车站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
到达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

在你登上火车之前，就可以感受到塞
万提斯时代的氛围：一群身穿西班牙
黄金世纪时期服饰的工作人员会在站
台上迎接你，并且会在整个行程中陪

伴你。他们会演绎塞万提斯作品中的
段落：你瞬间就可以进入文学世界。

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有一群向导等着你，将你
带入老城区最有特色的地方，比如塞
万提斯出生的宅院以及欧洲最古老的
露天剧场之一。如果你有时间，可以
一个人在老城区逛逛，尝尝卡斯蒂亚
地区的传统美食。在返程之前，利用
下午的时间尝尝当地特有的甜蛋卷或
是甜甜圈。

 a 唐吉诃德的雕塑
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马德里

西班牙火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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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火车 
体验

还有更多火车旅行计划供你选
择。这些只是一些例子而已。

其他火车线路

阿托查火车站
马德里

如果你在西班牙的首都，另一个不错的
选项是乘坐充满复古风情的草莓专列：
列车会把你带至阿兰胡埃斯，一个距离
马德里48公里的美丽古镇。如果你举
家出行，这条线路特别适合你。你将乘
坐源自20世纪初，精心维护的经典木
质车厢火车旅行。穿着当年服饰的乘务
员会向你送上新鲜大草莓。

我们为你准备了阿兰胡埃斯的带有讲
解的导览，你可以参观皇宫、船艇博
物馆或是王子公园。你还可以乘船
游览塔霍（Tajo）河。如果你肚子饿
了，可以品尝当地的农家蔬菜或野
味，比如芦笋、雉鸡或是鹌鹑。

如果你在马德里，可以尝试中世纪
火车，在一天时间内感受历史、戏
剧和美食。列车不知不觉间就开到
了瓜达拉哈拉的美丽小镇锡古恩萨
（Sigüenza）：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
时间，你就会来到中世纪氛围的村庄
里，这里都是穿着传统服饰的演员，
重现当年的剧中人物：吟游诗人、杂
耍艺人……你还可以在车上品尝各种
甜点。到达终点时，会有当地导游来
陪同你游览。雄伟的大教堂、城堡和
主广场会让你爱上这里。为了满足食
欲，你可以尝尝炒面包屑或是卡斯蒂
亚汤等当地特色菜肴。如果你喜欢甜
食，可以试试蛋黄糕。

皇宫
阿兰胡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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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拉河岸
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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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马德里的北部，也有很多美丽
的目的地值得你乘火车去发现。你有
没有考虑过，乘坐火车去探索加利西
亚的美丽角落呢？你有多条路线可以
选择：这些线路都是一日游线路，火
车票、专业导游、活动、参观导览和
大巴接送都包含在内。

如果你想参观酒厂并在附近的区域
转转，比如萨 克 拉 河 岸 （ R I B E R A  
SACRA）或瓦尔德奥拉斯（VALDEO-
RRAS），你还有几条不同的葡萄酒线
路。如果你想感受历史文化遗产和自
然景观，你可以选择走过灯塔、

花园和别墅的路线，或是途径卢
戈 （ L U G O ）或是拉 科 鲁 尼 亚 （ A  
CORUÑA）的路线。你可以选择七鳃
鳗路线参观著名的拥有百年历史的捕
鱼船，观看如何在米尼奥（MIÑO）
河捕捉七鳃鳗（这是一种特殊的鱼
类，是加利西亚特有美味）。如果你
想放松身心，也可以选择奥伦赛温泉
（OURENSE TERMAL）路线，其中
包括一次温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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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AIL（欧铁通票）： 
另一种旅行的方式
如果你想在旅途过程中临时决定下
一步的行程，可以办一个Interrail
欧铁通票。这张通票可以让你在
特定区域内自由旅行。通票有不同
的种类和有效期。最好是提前预
订，有的时候必须提前预订。如
果你是欧洲居民，单一国家通票
（One Country Pass）比如西班牙
国家通票（Interrail España Pass）
可以允许你在一个国家（非自己
常住的国家）出行，另外，洲际通
票（Global Pass）允许你在欧洲 
30个不同国家乘坐火车旅行。如果
你不是常住欧洲的居民，可以选择
欧洲通票（Eurorail Pass）。对于年
轻人、老年人和家庭有特别优惠。 
12岁以下的儿童在成年人陪伴下不
需要买票。

使用西班牙国家通票你可以乘坐
西班牙全国铁路网（RENFE）的
火车，以及通往巴利阿里群岛的
渡轮。

享受不一样的经历，凭通票乘坐火
车畅游西班牙。

更多信息请访问：

 L https://www.interrail.eu/es/

 Lwww.renfe.es

出行更便捷
如果你不是西班牙常住居民，可以
购买西班牙火车通票（Renfe Spain 
Pass），便可乘坐包括高铁、长距
离和中距离火车在内的所有火车畅
游西班牙。自首次旅行开始，通票
具有一个月的有效期，你可以提前
6个月预订。通票还有4次、6次、 
8次和10次票供你选择。

有两种模式:商务座和普通座。

在本网站你就可以预订并购买所有
火车票。请记住：如果你购买任何
一种长途车票，那么你从马德里、
巴塞罗那和马拉加的市中心到机场
的近郊火车票是免费的。

如果你需要关于旅行的帮助，西班
牙铁路网（RENFE）为出行需要特
殊帮助的旅客提供免费的Atendo
特别服务。这样你就可以无障碍下
车，进出车站。

https://www.interrail.eu/es/
http://www.ren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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