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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使用再生纸制作这些宣传手册，2015 年，安达卢西亚显
著降低了环境影响，具体表现为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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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文化和历史

安达卢西亚
、Jerez de la Frontera 的 Alcázar（加的斯）、Niebla 的
格斗场（韦尔瓦）、位于 Baza（格拉纳达）和 Ronda（马
拉加）的 Baños árabes（阿拉伯浴场），还有建在科尔多
瓦省 Sierra Morena 山脉山脚下宫殿一样富丽奢华的城市 
Madinat al-Zahra。摩尔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土地争斗使城
堡、塔楼和 Alcazabas（摩尔人的宫殿防御工事，例如在 
Guadix、Loja、阿尔梅里亚和马拉加的那些）在海岸和内陆
随处可见。得益于其完美的保存状态，Almodóvar del Río 
城堡（科尔多瓦）显得格外出众。作为标志性旅游景点，它
为游客们提供主题参观之旅。哈恩省的要塞群落在欧洲无与
伦比，因此具有特别重要地位，这里的城堡能给人留下难忘
的印象，例如在 Baños de la Encina 和 Alcaudete 发现的城
堡。

在基督徒征服格拉纳达的同一年（1492 年），哥伦布从位
于韦尔瓦的安达卢西亚港口 Palos de la Frontera 开始航海，
发现了美洲。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政治引力发生变化，从而
开启了安达卢西亚的黄金时代。塞维利亚成为西印度群岛和
西班牙帝国所在地的重要通道，造就了当时的重要建筑，如
西印度群岛档案馆（世界遗产），以前曾经是塞维利亚商人
的商业交易所。加的斯后来取代塞维利亚成为连接美洲的纽
带，经济实力大增，从其纪念性建筑即可看出这一点，比如
位于 Jerez de la Frontera 的 Monasterio de la Cartuja（
卡尔特会修道院），更不必说矗立在加的斯、Sanlúcar de 
Barrameda 和 Puerto de Santa María 的无数宫殿和豪宅。

基督徒还带来了哥特式风格、教堂标志和令人印象深刻的
大教堂，例如欧洲的第三大哥特式礼拜场所塞维利亚大教
堂（世界遗产)，其仅次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伦敦的
圣保罗大教堂。哥特式风格逐渐与新兴的文艺复兴和穆德
哈尔风格并存，后者在许多宏伟作品中可见，例如科尔多
瓦犹太教堂、Casa de Pilatos（塞维利亚）和塞维利亚 

这片土地历史悠久，自史前时代以来，浩瀚的艺术遗产遍
布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重要的考古遗址、杰出的伊斯兰
建筑、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和巴洛克式教堂、城堡和 al-
cázares（王宫）、豪宅和巨大的工业建筑作品构成了具
有重大意义的遗产，历史群落宏伟壮观，受保护资产超过 
30,000 多项，其中一些已申报世界遗产。 

安达卢西亚丰富的考古遗址证明了该欧洲南部地区自最远
古时代以来的重要性，除了适宜的气候外，渔业、矿产和
贸易资源吸引着各种不同文化，使之成为追捧之地。安达
卢西亚的旅游洞穴，因其富有的考古资源和秀丽的地容地
貌而尤为诱人，重点包括在 Cueva de Nerja 溶洞（马拉
加）、Tajo de las Figuras 溶洞（加的斯 Benalup）和 Cue-
va de los Letreros 溶洞（阿尔梅里亚，世界遗产）内发现的
珍贵岩画。安达卢西亚的巨石奇观包括马拉加的 Antequera 
石墓、塞维利亚的 Valencina de la Concepción 石墓和格拉
纳达的 Parque Megalítico de Gorafe 巨石公园。 

神话般的塔特苏斯王国存在于伊比利亚文化，在哈恩省留
下了特有的考古遗址，其中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塞城市 
Cástulo (Linares)、Porcuna 的 Cerrillo Blanco 景点等大墓
地和许多改变历史进程的战争遗址。随着罗马人的出现，
被称为 Baetica 的地区成为伟大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在长
达七百年里，除了为帝国供应葡萄酒、金属、油类和 ga-
rum（咸鱼酱油）等产品外，还涌现出大批相关历史人物，
例如科尔多瓦的哲学家 Seneca 和出生在意大利半岛以外
的前两个帝王：Trajano 和 Adriano。罗马帝国最伟大的
遗迹一直保留在科尔多瓦省、塞维利亚省和加的斯省，位
于古 Vía Augusta 沿线，包括 Itálica 城（塞维利亚 Santi-
ponce）和 Baelo Claudia 废墟，距离 Tarifa 镇（加的斯）
Bolonia 海滩仅有一步之遥。 

伊斯兰教跨越 8 世纪至 15 世纪末期，给安达卢西亚留下
了深刻印记，在今天的城镇和城市以及建筑中仍然可见其
踪迹，由于其惊人的魅力和象征性价值，一直值得考虑将其
升级为世界遗产。这里面包括 Mezquita de Córdoba（科
尔多瓦清真寺）和位于格拉纳达的 Alhambra 和 El Gene-
ralife 宫殿建筑群。Al-Andalus 留给后人的遗产也在各个古
迹中得以彰显，例如令人惊叹的 Giralda 塔（塞维利亚）

/02. 世界遗产

/03. 文化

安达卢西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有
重要位置，是该地区文化价值的最佳证明。地区内的世
界遗产包括格拉纳达的 Alhambra、El Generalife 和邻
近的 El Albaicín；科尔多瓦的清真寺和历史中心；塞维
利亚的大教堂、Alcázar 和西印度群岛档案馆；Parque 
Nacional de Doñana 国家公园；还有 Úbeda 和 Bae-
za 的文艺复兴纪念性建筑群。与其他的西班牙自治区一
样，安达卢西亚也有引以为豪的岩石艺术，在 1998 年
已申报为世界遗产，成为伊比利亚半岛文化资产中地中
海盆地岩石艺术的一部分。 

其他安达卢西亚景点也已开始着手世界遗产申报。哈恩
的大教堂和 Antequera 考古群落有望成为世界遗产。

安达卢西亚也有大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安达卢西亚舞动着弗拉明戈
（2010 年），展示着 Morón de la Frontera 的驯鹰
（2010 年）和传统柠檬制作手工艺回阳术中的技巧，
享受着科尔多瓦的庭院节（2012 年）并获益于健康的
地中海饮食（2010 年）。

/04. 传统 

有三种事物象征着安达卢西亚的身份，而且已经超越
各种界限和障碍：弗拉明戈、斗牛和马术。手工艺是
安达卢西亚地区身份的另一个标志，旧贸易和新产品
和谐共存。

来自弗拉明戈世界的许多最具天赋的人物都出生在 Je-
rez de la Frontera、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包括 Camarón 
de la Isla、Paco de Lucía、Manolo Sanlúcar 和 Enrique 
Morente。人们认为弗拉明戈是安达卢西亚民间风俗最
真实的艺术表现形式，在 2010 年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该地区组织的大量弗拉明戈盛会，例如在 Utero 举
办的西班牙最古老的弗拉明戈节 Potaje Gitano，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弗拉明戈演唱爱好者们提供尽享宏伟壮观
场面的机会。而且，别忘了安达卢西亚的弗拉明戈俱乐
部和表演场，它们采用这一艺术形式在盛会间隙激情演
出。如果您仅有短短几天来品味这一伟大文化财富，下
面的“弗拉明戈路线”则是您的不二之选。

安达卢西亚是马术世界的领导者之一，尤其是在 Jerez 
de la Frontera（加的斯），被认为是 Carthusian 马
的诞生地。这些马在“Cómo Bailan los Caballos An-
daluces”（安达卢西亚，马之舞步）表演中占有重要
位置。这种马术芭蕾在 Jerez de la Frontera 的皇家安
达卢西亚马术学校演出。成群的 Retuerta 马生活在
韦尔瓦 Doñana 区域的野外，以壮丽的 Saca de Ye-
guas（群马狂奔）而闻名。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人
们将母马和马驹聚在一起，驱赶它们穿过附近的城镇
和村庄。如果缺席这种高贵的动物，许多安达卢西亚
的盛会都无法举行，有时它起着主导作用，例如 Jerez 
de la Frontera 马展（加的斯）或者 Sanlúcar 赛马，
两者都称为国际旅游名胜活动。 

斗牛深深扎根在安达卢西亚，这里是斗牛士的出生
地，例如 Joselito el Gallo、Manolete 和 Juan Belmon-
te。此外，这里还有许多在整个西班牙最著名的斗牛
场。斗牛的起源与两个城市紧密相连：Ronda 和塞
维利亚，在这两个城市可以找到西班牙最壮丽的斗牛
场：Ronda 的石头竞技场和塞维利亚的皇家骑兵部队
（Real Maestranza）斗牛场。地区内其他值得一提的
例子包括科尔多瓦的 Califas 斗牛场、马拉加省的 Ma-
lagueta 和 Antequera 斗牛场。这些全都是地域性建
筑的壮观范例。

/05. 节日
节日日程排满国际认可的盛事，是安达卢西亚人民外
向、快乐自然性格的最好证明，而且人们时刻乐于欢
迎游客的到来。 

安达卢西亚的庆祝活动同地区本身一样多样化。加的
斯嘉年华在 Falla 剧院举办音乐团体赛，人们称之为国
际旅游名胜活动。紧随其后的是圣周，这是激起当地
人满腔热情的传统活动之一。整个安达卢西亚都称之
为旅游名胜活动。鼓声和焚香的气味很快被音乐、褶
边连衣裙和集市的灯笼所取代，例如在马拉加或塞维
利亚举办的闻名于世的四月节。五月十字架节、摩尔
人和基督徒节、尊敬守护神的朝圣之旅、庆祝收获的
节日，例如葡萄酒收获... ...这些都是此地区娱乐活动
的组成部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申报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尔多瓦庭院节，还有在 An-
dújar 的 Virgen de la Cabeza（哈恩）和 Almonte 的 El 
Rocío（韦尔瓦）流行的朝圣之旅。 

作为伟大艺术家的出生地，该地区内有着一批引以为豪
的西班牙最好的博物馆，包罗从考古和美术到古老传统
和收藏的所有内容。它还一年四季主办享誉全球、久负
盛名的文化盛事。

艺术以所有可能的形式展示在安达卢西亚的博物馆。这
些令人惊异的博物馆配备有最新的技术，都是您在文化
之旅中的可到之处，使您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该地区及
其遗产。它们安置在具有高建筑价值的建筑内，诸如格
拉纳达的 Alhambra，提升了价值。Alhambra 内有两个
博物馆：Alhambra 博物馆和美术博物馆。就博物馆类
型而言，最丰富的是历史和考古博物馆和美术博物馆，
例如塞维利亚美术博物馆，被认为是全国第二重要的艺
术画廊。但是，也有科学博物馆，例如格拉纳达的科学
公园；专注于某位艺术家的博物馆，例如那些以 Rafael 
Alberti、洛尔卡、毕加索和 Ramón Jiménez 等安达卢
西亚伟人的作品为特色的博物馆；致力于当代艺术的中
心，例如格拉纳达的 José Guerrero 中心；以及注重弗拉
明戈、斗牛和马术世界等地区传统的学院。 

为了使公众更容易接近艺术和文化，博物馆参与诸多倡
议活动，例如称为 Noches en Blanco（不眠之夜）的
整晚开放活动，还有每周至少一天免费参观和特别活动
时免费参观，例如国际博物馆日。而且，就其对儿童和
年轻人的关注方面而言，安达卢西亚的博物馆长久以来
一直都是创新者。他们一年中组织的许多具体项目、活
动和工作室都是很好的证明。重点包括位于马拉加的 
Pompidou Centre、Carmen Thyssen 和马拉加毕加
索，还有塞维利亚美术博物馆和 Alhambra 博物馆。

如果说安达卢西亚提供的系列博物馆涵盖一切，其文化
日程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活动涵盖整个艺术范畴，从
音乐和电影到戏剧、诗歌、舞蹈、弗拉明戈和摄影。其
他的还包括闻名世界的格拉纳达国际音乐舞蹈节、科尔
多瓦吉他节、Cueva de Nerja 溶洞国际音乐舞蹈节（马
拉加）、加的斯伊比利亚-美洲戏剧节、Palma del Río 戏
剧节（科尔多瓦）和在塞维利亚举行的双年弗拉明戈节
和 Itálica 国际舞蹈节。 

安达卢西亚为电影爱好者奉上迎合所有品味的各种活
动，例如有名人走红地毯的马拉加西班牙电影节、国际
电影音乐节（科尔多瓦省）、Alcances 纪录片电影节
（加的斯)、韦尔瓦的伊比利亚-美洲电影节和塞维利亚
的欧洲电影节。安达卢西亚一直受到电影导演的高度评
价，在那里拍摄的众多作品就是证明。备受瞩目的《权
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 系列就是在塞维利亚和 
Osuna 拍摄，2015 年获得 10 项戈雅奖的长篇电影《沼
泽地》(Marshland) 选择该地区作为自然背景。   

关于安达卢西亚的博物
馆的更多信息

关于安达卢西亚的节日
的更多信息

Reales Alcázares 及其大使馆。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是从意大利引入的经典模型，直到查
理五世出现将这个国家带入现代世界，这些建筑才开始在
意大利半岛盛行。安达卢西亚也不例外。毫无疑问，格拉
纳达的查理五世皇宫是安达卢西亚文艺复兴的重要作品之
一。值得一提起还有两座开创性西班牙建筑：Vélez 侯爵的
令人惊叹的城堡宫殿 （Vélez Blanco） 和 La Calahorra 的
城堡宫殿（格拉纳达)。它们后来改造为美丽的文艺复兴宫
殿。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文艺复兴风格在 Baeza 和 Úbe-
da 的城市达到巅峰，其纪念性建筑群已申报为世界遗产。 

巴洛克风格进入安达卢西亚的力度是任何其它西班牙地区
无法比拟的。在 17 和 18 世纪所修建或重新装饰的教堂和
宫殿的绝对数量令人震惊。Jerez de la Frontera 的 Cartu-
ja de Santa María de la Defensión（圣玛利亚卡尔特会
修道院）是游客必到之处。另外一处修道院现在位于格拉
纳达首府，自称为这一风格的民族杰作之一：Monasterio 
de la Cartuja（卡尔特会修道院）。塞维利亚省巴洛克风
格的惊人范例可在 Carmona、Marchena、Écija、Osuna 和 
Fuentes de Andalucía 看到，后者成为 Fuentes de Andalu-
cía 巴洛克展览中心。最后，科尔多瓦的 Subbética 地区也
值得重点参观，这里各种城镇展示着科尔多瓦巴洛克风格
的主要典范。实际上，Priego de Córdoba 镇被认为是这
一艺术表现形式的首都。 

安达卢西亚更近的历史与 19 世纪的动荡时期相衔接，这一
时期始于半岛战争和 1812 年第一部《西班牙宪法》在加的
斯法院的通过。这一世纪还属于浪漫主义、欧洲旅行者、
《卡门神话》（Prosper Merimée 的作品，灵感来自塞维利
亚皇家烟草厂的雪茄盒）、豪爽的强盗和勇敢的斗牛士。
在这一百年期间，大型外国公司，主要是英国，开始在工
业规模上开采安达卢西亚的矿藏资源，建立了具有巨大社
会价值的工业遗址，例如位于科尔多瓦的 Cerro Muria-
no、哈恩省及其先前的矿区和韦尔瓦的 Rio Tinto 区域。矿
业城镇、锰、铁、铜和其他矿产的矿井、铁路线和沿河码
头已成为今天巨大的旅游和文化名胜资源。 

在 20 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期，安达卢西亚见证了地域主义
的发展，这是为塞维利亚 1929 年伊比利亚-美洲博览会而
建造的绝对完美的建筑物所展现的一种建筑风格，从其展
馆至 Aníbal González 设计的巨大西班牙广场，都堪称是
此建筑运动的代表之作。塞维利亚在 1992 年主办了世界
博览会，此次国际性盛会吸引了 2,000 多万人（4,180 万
参观次数）。

传统与创新在安达卢西亚的手工艺地图上并驾齐驱。
这片土地盛产陶艺家、陶瓷艺术家、著名琴师（比如
格拉纳达吉它制造者）、大理石工匠（阿尔梅里亚 
Macael）和皮革工匠，例如科尔多瓦马革（软革）或 
Valverde 靴（韦尔瓦）的创造者。重点包括拥有欧洲
密集度最高的手工皮革作坊的 Ubrique（加的斯）和
名副其实的珠宝商场科尔多瓦市。 

JUNTA DE ANDALUCÍA
Consejería de Turismo y Deporte
Empresa Pública para la Gestión
del Turismo y del Deporte de Andalucía, S.A.
C/Compañía, 40.
29008 Málaga
www.andaluc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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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洞和溶洞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石头形成，一个等待您去探索的完整地下世界。
Gruta de las Maravillas 石窟奇观（韦尔瓦 Aracena）、Cueva del Tajo de 
las Figuras 溶洞（加的斯 Benalup-Casas Viejas）、Cueva de la Pileta 溶
洞（马拉加 Benaoján）、Ardales 溶洞（马拉加 Ardales）、Cueva del Te-
soro 溶洞（马拉加 Rincón de la Victoria）、Cueva de Nerja 溶洞（马拉加 
Nerja）、Cueva del Agua 溶洞（格拉纳达 Iznalloz）、Cueva de las Venta-
nas 溶洞（格拉纳达 Píñar）、Cuevas de Sorbas 溶洞（阿尔梅里亚 Sor-
bas）、Cueva de los Letreros 溶洞（阿尔梅里亚 Vélez Blanco）、Cueva 
de Ambrosio 溶洞（阿尔梅里亚 Vélez Blanco y María）、Cueva del Agua 
溶洞（哈恩 Quesada）、Cueva de los Murciélagos 溶洞（科尔多瓦 Zu-
heros）和 Cueva del Yeso 溶洞 (Baena)。 

  安达卢西亚巨石 
这些“巨大的石头”使我们能追溯到数千年以前铜器时代的原始人类。 

Parque Megalítico de Gorafe 巨石公园（格拉纳达 Gorafe）、Peña de 
los Gitanos （格拉纳达 Montefrío）、Sierra Martilla 石墓（格拉纳达 
Loja）、Antequera 石墓（马拉加 Antequera）、Tomillos 石墓（加的
斯 Alcalá del Valle）、El Charcón 石墓（加的斯 El Gastor）、Alberite 
石墓 （加的斯 Villamartín）、Valencina de la Concepción 石墓（塞维
利亚 Valencina de la Concepción）、El Pozuelo 石墓（韦尔瓦 Zalamea 
la Real）和 Soto 石墓 （韦尔瓦 Trigueros)。 

  重返伊比利亚时代之旅 
www.viajealtiempodelosiberos.com

哈恩省遗留下来的非凡考古遗址是世界上仅有的此类遗产。 

哈恩伊比利亚博物馆、Puente Tablas 城镇（哈恩）、El Pajarillo 英雄避
难所 (Huelma)、Toya 墓室（Peal de Becerro）、Hornos 地下墓室（Peal 
de Becerro）、Cueva de la Lobera 溶洞 （Castellar）、Muralla Ci-
clópea （Ibros）、Cástulo 城 (Linares)、Linares 考古博物馆和 Cerrillo 
Blanco （Porcuna）。其它建议：格拉纳达省的 Tútugi (Galera) 和 Basti 
(Baza)、科尔多瓦省的 Torreparedones（Baena 和 Castro del Río）。

  罗马安达卢西亚路线 
www.beticaromana.org

此路线穿过最南边的 Roman Hispania 省，跨越古罗马道路 
(Vía Augusta) 经过的地区。
Marchena（塞维利亚）、Osuna（塞维利亚）、Puente Genil（科尔多
瓦）、Almedinilla（科尔多瓦）、Montoro（科尔多瓦）、科尔多瓦、Al-
modóvar del Río（科尔多瓦）、Écija（塞维利亚）、La Luisiana（塞维
利亚）、Carmona（塞维利亚）、Santiponce（塞维利亚）、Jerez de la 
Frontera（加的斯）、加的斯和 Tarifa（加的斯）。

  犹太区 
www.redjuderias.org

路线包括安达卢西亚的主要犹太区，使游客能品味西班牙系犹太人留
下的艺术与文化遗产。
塞维利亚、科尔多瓦、Lucena（科尔多瓦）和哈恩。 

  Al-Andalus 遗产
www.legadoandalusi.es

沿着将格拉纳达王国与安达卢西亚、Murcia 和葡萄牙其余部分连接起
来的踪迹旅行。浪漫旅行者在过去的时代也采用这些路线。 

CALIFATO 路线: 科尔多瓦: 科尔多瓦、Espejo、Castro del Río、Baena、Zu-
heros、Luque、Fernán Núñez、Montemayor、Montilla、Aguilar de la 
Frontera、Lucena、Cabra、Priego de Córdoba、Carcabuey、Alcaudete、-
Castillo de Locubín、Alcalá la Real。 格拉纳达: Pinos Puente、Güevéjar、-
Moclín、Colomera、Cogollos Vega、Alfacar、Víznar 和格拉纳达。

华盛顿•欧文路线: 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Alcalá de Guadaíra、Carmona、-
Marchena、Arahal、Écija、Osuna、Estepa 和 La Roda de Andalucía。 马拉
加: Fuente de Piedra、Humilladero、Mollina、Antequera 和 Archidona。 格
拉纳达: Loja、Huétor-Tájar、Moraleda de Zafayona、Alhama de Granada、-
Montefrío、Íllora、Fuente Vaqueros、Chauchina、Santa Fe 和格拉纳达。

NAZARÍES 路线: 哈恩: Navas de Tolosa、La Carolina、Baños de la Encina、-
Bailén、Mengíbar、Andújar、Arjona、Porcuna、Torredonjimeno、Martos、-
Torredelcampo、Linares、Baeza、Úbeda、Jódar、Jimena、Mancha Real、
哈恩、La Guardia de Jaén、Cambil 和 Huelma。 格拉纳达: Guadahortu-
na、Píñar、Iznalloz、Deifontes、Albolote、Maracena 和格拉纳达。

ALMORÁVIDES 和 ALMOHADES 路线: 加的斯: 加的斯、El Puerto de San-
ta María、Jerez de la Frontera、Arcos de La Frontera、Grazalema、Za-
hara de la Sierra、Algodonales、Olvera、Setenil de las Bodegas、Tari-
fa、Algeciras、Medina Sidonia、Alcalá de los Gazules、Castellar de la 
Frontera 和 Jimena de la Frontera。 马拉加: Gaucín、Casares、Algato-
cín、Benalauría、Benadalid、Atajate、Ronda、Teba、Campillos、Vé-
lez-Málaga、Alcaucín。 格拉纳达: Zafarraya、Alhama de Granada、La 
Malahá、Las Gabias 和格拉纳达。

ALPUJARRAS 路线: 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Huétor-Vega、Cájar、La Zu-
bia、Gójar、Dílar、Otura、Dúrcal、Lanjarón、Órgiva、Torvizcón、Pam-
paneira、Capileira、Pitres、Pórtugos、Busquístar、Trevélez、Juvi-
les、Bérchules、Cádiar、Mecina Bombarón、Válor、Ugíjar、Laroles。 
阿尔梅里亚: Laujar de Andarax、Fondón、Alhama de Almería、Benaha-
dux、Baños de Sierra Alhamilla、Pechina 和阿尔梅里亚。 

IBN AL-JATIB 路线: 阿尔梅里亚: Vélez-Rubio、Vélez-Blanco 和 María。 
格拉纳达: Puebla de Don Fadrique、Huéscar、Castril、Orce、Gale-
ra、Cúllar、Baza、Gor、Guadix、Purullena、Diezma、Huétor de San-
tillán 和格拉纳达。 

AL-IDRISI 路线: 马拉加: 马拉加、Torrox、Frigiliana、Nerja。格拉纳
达：Almuñécar、Salobreña、Motril、Vélez de Benaudalla、Lecrín、-
Mondújar、Nigüelas、Padul、Alhendín 和格拉纳达。 

AL-MUTAMID 路线: 韦尔瓦: Ayamonte、Lepe、韦尔瓦、La Rábida、Pa-
los de la Frontera、Moguer、Niebla、La Palma del Condado、Corte-
gana、Aroche、Almonaster la Real、Aracena。 塞维利亚: Sanlúcar la 
Mayor、Santiponce和塞维利亚。

格拉纳达徒步路线: 格拉纳达。

安达卢西亚文化

 

  城堡和 战场路线
www.castillosybatallas.com

在欧洲拥有最多城堡和堡垒的地区的独特体验：哈恩。
Castro Ferral 城堡 (Santa Elena)、Navas de Tolosa 城堡 (La Carolina)
、Giribailes 与 Vilches 城堡 (Vilches)、Santa Eufemia 与 Tobaruela 城
堡 (Linares)、Baños de la Encina 城堡、Andújar 城墙、Trovador Macías 
城堡 (Arjonilla)、Arjona 城堡、Lopera 城堡、Boabdil 塔和城墙 (Porcu-
na)、El Berrueco 城堡 (Torredelcampo)、Santa Catalina 城堡（哈恩）
、Torredonjimeno 城堡、La Villa 与 La Peña 城堡 (Martos)、Alcaudete 
城堡和 La Mota 堡垒 (Alcalá la Real)。其它建议：Montefrío、Íllora、-
Moclín 和 Alhambra（格拉纳达）。

  哥伦布时代处所 
路线位于韦尔瓦的城镇中，这些城镇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发现
美洲大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韦尔瓦: La Rábida (Palos de la Frontera)、Palos de la Frontera 和 
Moguer。

  安达卢西亚中部的 中型城市  
www.tuhistoria.org

位于安达卢西亚中心的六个城市，独特的文化之旅。
Alcalá la Real（哈恩）、Antequera （马拉加）、Écija（塞维利亚）、 
Estepa（塞维利亚）、Loja（格拉纳达）和 Lucena（科尔多瓦）。 

   南西班牙文艺复兴
旅途中游客可以通过探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城镇，欣赏来自
安达卢西亚文艺复兴时代的正宗杰作。
哈恩: Úbeda、Sabiote、Torreperogil、Cazorla、Iruela、Hornos、Segura 
de la Sierra、Villacarrillo、Castellar、Baeza、Canena、Linares、Baños 
de la Encina、La Guardia de Jaén、Huelma、Torres、Mancha Real、哈
恩、Martos、Alcaudete、Valdepeñas de Jaén、Alcalá la Real。
其他建議：宮 CarlosV（格拉纳达）。

 巴洛克安达卢西亚 
寺庙、官邸和祖屋构成的极具魅力的巴洛克建筑显现 17 和 18 世纪艺
术大爆发的风彩。
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Guadix、Loja。 塞维利亚: Carmona、Écija、Es-
tepa、Fuentes de Andalucía、Marchena、Osuna、塞维利亚。 马
拉加: Antequera、马拉加。 科尔多瓦: Benamejí、Cabra、科尔多
瓦、Encinas Reales、Lucena、Palenciana、Priego de Córdoba、Ru-
te。 加的斯: Jerez de la Frontera、加的斯。 哈恩: Alcalá la Real。

   José María “El Tempranillo” 的土地
www.rutadeltempranillo.es

一起来发现此有名的强盗和他的同伙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塞维利亚: Badolatosa、Corcoya 和 Casariche。 科尔多瓦: Benamejí 
和 Jauja（Lucena）。 马拉加: Alameda。  

  安大路西亚，电影目的地 
www.andaluciafilm.com

安达卢西亚地区作为电影摄影术之乡展现出巨大潜力，一直以来都为
电影世界所无法拒绝。无数部电影都曾经在这拍摄。
阿尔梅里亚: 电影院之家（阿尔梅里亚）、Oasys 主题公园和 Fort Bra-
vo/Texas 好莱坞 (Tabernas)
《夏季雨》（Summer Rain）： 马拉加。
《佣兵传奇》（Captain Alatriste）、西班牙的枪侠: Úbeda（哈恩）、Bae-
za（哈恩）、Tarifa 和 Conil de la Frontera（加的斯）、塞维利亚和 Santi-
ponce（塞维利亚）。
《大地之心》（The Heart of the Earth）: Sierra de Aracena 和 Rio 
Tinto（韦尔瓦）。 
《狼群之中》（Among Wolves）: Sierra Morena（科尔多瓦）。
《沼泽地》（Marshland） 塞维利亚: La Puebla del Río、Isla Mayor、-
Veta la Palma 周边地区和 Brazo de los Jerónimos。

  毕加索的马拉加
此次旅行可以让游客们了解到此位出生于马拉加的画家的家庭和早年
艺术背景，这些是他的作品和人格发展的基础。
马拉加首府。

  追随洛尔卡的脚步
洛尔卡是《吉普赛歌谣》和《诗人在纽约》的作者。在位于格拉纳达
的洛尔卡的故乡，穿过见证洛尔卡一生的地方，就很容易追随洛尔卡
的脚步。 

洛尔卡出生地博物馆 (Fuente Vaqueros)、洛尔卡故居博物馆 (Valderru-
bio-Pinos Puente)、Huerta de San Vicente 故居博物馆（格拉纳达）、
洛尔卡公园 (Alfacar)、Barranco de Víznar。

  激情之路 
www.caminosdepasion.com

八座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安达卢西亚城镇的文化之旅，所有这些城镇
有一个共同之处：圣周庆祝活动，人们声称这些活动为安达卢西亚旅
游名胜重大活动。
哈恩: Alcalá la Real。 科尔多瓦: Baena、Cabra、Lucena、Priego de 
Córdoba 和 Puente Genil。 塞维利亚: Carmona 和 Osuna。 

  弗拉明戈国度
www.juntadeandalucia.es/cultura/iaf

要了解弗拉明戈艺术的一手资料，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探索追溯其起
源的路线。
塞维利亚，弗拉明戈之河: 塞维利亚首府。 

BAJAÑÍ （弗拉明戈吉他）之路。 加的斯: Algeciras、San Fernando、-
Jerez de la Frontera、Sanlúcar de Barrameda 和 Morón de la Frontera。
追随 ANTONIO CHACÓN 的脚步。 马拉加: 马拉加和 Vélez-Málaga。格拉
纳达：格拉纳达、Fuente Vaqueros、Montefrío、Algarinejo 和 Iznájar。

CAYETANO 路线: Abandolao 歌曲形式。科尔多瓦：Bujalance、Puen-
te Genil、Lucena、Cabra 和科尔多瓦
三四拍子路线。基本歌曲形式。塞维利亚： 塞维利亚、Mairena del 
Alcor、Alcalá de Guadaíra、Dos Hermanas、Utrera、Las Cabezas 
de San Juan、Lebrija。加的斯：Jerez de la Frontera 和加的斯
FANDANGO 路线。 韦尔瓦: 韦尔瓦、Alosno、Cabezas Rubias、San-
ta Bárbara、Encinasola、Almonaster La Real、El Cerro del Andéva-
lo、Calañas、Valverde del Camino、Zalamea La Real、Aracena。
矿业路线。 阿尔梅里亚: Paterna del Río、Laujar de Andarax、A-
dra、Aguadulce、阿尔梅里亚、Níjar、Vera、Serón。哈恩：Siles、La 
Puerta de Segura、Úbeda、Baeza、Linares、Andújar、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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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安达卢西亚中部的中型城市

重返伊比利亚时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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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
居住人口大于 100,000 的城镇

高速公路和双向分隔车道

主要公路

铁路和高速列车

机场

居住人口大于 20,000 的城镇

居住人口小于 20,000 的城镇

旅游服务中心

支线公路

犹太区网络

历史群落

世界遗产

考古遗址

巨石纪念碑

旅游溶洞和岩洞

城堡 - Alcazabas（摩尔人的宫
殿防御工事）– Alcázar

博物馆

灯塔

城堡和战场路线

罗马安达卢西亚路线

南西班牙文艺复兴
文化胜地 - 教堂

文化胜地 - 市民
“El Tempranillo”路线

哥伦布时代处所

洛尔卡路线

电影拍摄地

主斗牛场

工业遗址

Al-Andalus 遗产路线

毕加索路线

激情之路

弗拉明戈路线

巴洛克安达卢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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