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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等什么？快来了解这些节日吧，像
当地人一样参与其中，了解并发现西班
牙的精神和灵魂。

介绍
西班牙热情而奔放，我们愿意与世界
各地人民一同庆祝并分享我们的节
日。来了解我们的习俗，并与我们一
道度过几天难忘的节日之旅吧。你一
定可以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时光。
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各种不同的经
历：从色彩斑斓的狂欢节到宗教气息
浓厚的圣周。一年之庆典节日数不胜
数，而你总可以找到一个你感兴趣的
节日。有的节日是为了庆祝独一无二
的自然现象，比如赫尔特山谷(Valle
del Jerte)的樱桃花节(Fiestadel
CerezoenFlor)以及其他以陆地上或

者海洋中美食为主题的节日，比如葡
萄酒节和海鲜节。其中大部分活动集
中在夏季，但每个季节都独具韵味。
其中许多庆典均因其文化价值被列入
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为这
些庆典是远古习俗代代传承的独一无
二的体现。瓦伦西亚法雅节、科尔多
瓦庭院节或潘普洛纳奔牛节，绝对让
你目不暇接，惊喜连连。

皮拉尔节
萨拉戈萨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诚邀你与我们一起跨越整个西班牙，开启四季节日之旅，参与其中，体会独一
无二的节日氛围。

©
科
尔
多
瓦
旅
游
局

4

西班牙的节日

_ 圣胡安篝火节
阿利坎特

夏季
圣胡安篝火节
(Hogueras de San Juan)

拜访阿利坎特(Alicante)，体验其最
盛大的节庆。篝火节之夜，人们在火
光、沿海的沙滩以及无尽的地中海波
光中迎接夏季的到来。节日大型雕塑
尼诺(los ninots)会让你惊叹不已。这
些雕塑绝对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真正转
瞬即逝的艺术作品，因为在篝火节奇
幻的仪式中尼诺雕塑将被点火烧毁。
整周，这座城市都洋溢着音乐之声，
并举行丰富多彩的儿童及成人活动。
23到24日，烟火成为城市的主角，可
以观赏烟火表演(mascletás)及焚烧仪
式(cremá)。

圣胡安篝火节
拉科鲁尼亚



休达德拉的圣胡安篝火节
梅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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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拉科鲁尼亚(A Coruña)，你可以
参加每年6月23日举行的游行庆典，在
玛丽亚·皮塔(MaríaPita)广场感受纯
正的当地音乐，品尝烤沙丁鱼。日落
时分，你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篝火燃
起，尤其是在Riazor和Orzán海滩。
天空中满是绽放的烟火，数百人围着
篝火跳跃，在海水中畅游。
*地点：瓦伦西亚大区阿利坎特和加利西亚
大区拉科鲁尼亚
时间：6月23日起的一周
www.alicanteturismo.com
www.hoguerassanjuan.com

梅诺卡岛休达德拉的圣胡安篝火节

该节日源头要追溯到14世纪，当时
休达德拉(Ciutadella)的最主要社会
群体(教会、贵族、手工艺人和农民)
都会骑着马前往乡间一个小教堂表达
对守护神的敬意。城市的大街小巷
人群中乃至居民家中都举办“哈来
欧”(jaleos)(马的舞蹈和跳跃)。盖伊
谢尔(Loscaixers)(对骑士的称呼)在马
前腿抬起的时候抓紧缰绳，避免从马
背上掉落，而其他参与节日的人则试
图触碰马胸。
*地点：巴利阿里群岛梅诺卡岛(Menorca)
的休达德拉
时间：6月23日起的一周
www.ajciutadella.org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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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牛节(Fiestas de San Fermín)
在 奔 牛 节 期 间 前 往 潘 普 洛 纳
(Pamplona)，体验持续不断的派对
庆典，以及独一无二的节日氛围。这
期间城市里开展著名的赶牛活动、叠
人塔，演奏当地特色音乐，举办丰富
的文化活动。
19世纪末，牧牛人从原本在牛群
身后奔跑开始把牛群从牛圈中赶到
Eatafeta街，在牛群前面奔跑。节日
期间，每天上午都可以通过一场别开
生面的赛跑感受奔牛的刺激与风险。

期间人们围绕潘普洛纳老城区一路跑
到斗牛场，公牛抵达斗牛场后会被关
起来，等待当天下午斗牛表演时再出
场亮相。节庆活动于7月6日从市政厅
广场(PlazaConsistorial)开始，成千
上万人挥舞着红色的手绢，在此庆祝
名为"chupinazo"的冲天炮的燃放，宣
告节日的开始。
*地点：纳瓦拉(Navarra)大区潘普洛纳
时间：7月6日到14日
www.sanfermin.com

b 奔牛节
潘普洛纳

西班牙的节日



奔牛节
潘普洛纳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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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雅各使徒节
(Fiestas de Santiago Apóstol)
传说耶稣门徒圣雅各遗骨在此发现，
促成了加利西亚(Galicia)大区首府圣
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de
Compostela)的诞生。不久之后该
城便成为了圣城以及朝圣者聚集的中
心，圣地亚哥朝圣之路(Camino de 
Santiago)也应运而生。在节日庆典
中，宗教的庄重与民间气息及热闹的
氛围完美结合。夜间大教堂外墙上的
三维投影以及悬挂在教堂内部的名为
“Botafumeiro”的大香炉绝对让你惊
叹不已。音乐、舞蹈、戏剧表演也是

该节庆期间不可或缺的活动。最后所
有的活动将在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后
落幕。若当年的7月25日恰好是周日，
那么还将庆祝圣雅各年(Año Santo 
Jacobeo)。
*地点：加利西亚大区拉科鲁尼亚省的圣地
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时间：7月下半月
www.santiagoturismo.com

a 圣雅各使徒节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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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夏季

维京海盗节(Romería Vikinga)
8月第一个周日，卡托伊拉(Catoira)
小镇的居民开始化装为北欧海盗以及
农民，重现维京海盗袭击及居民英勇
抵抗的场景，这让人们回忆起加利西
亚(Galicia)面对北欧海盗入侵的英勇
抵抗。在离建于9世纪的西部塔楼不
远的地方，海盗登陆，当地居民全力
反抗，模拟战斗开始，所有的参战者
都会被葡萄酒淋湿。漫步在中世纪集
市，享受当地的美食。
*地点：加利西亚大区蓬特韦德拉
(Pontevedra)省的卡托伊拉
时间：8月第一个星期

海盗节
卡托伊拉，蓬特韦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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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大战
布尼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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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尼奥尔西红柿大战(La Tomatina)

戴上潜水镜，穿上白T恤，带上想要
尽情欢乐的愿望，这就是你参加西班
牙最具原创性并且最让人惊叹的节日
所需的全部装备了。参与者一大早就
在盼望着装载数吨西红柿的卡车的到
来。在这里西红柿将作为一场和平
“战争”的红色武器。“战争”中无
人会受伤，但所有人都会被染成红
色。虽然番茄大战只持续一小时，但
节庆活动则持续一整天，直到深夜。
*地点：瓦伦西亚大区的布尼奥尔(Buñol)
时间：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
www.latomatina.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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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 Minas国际弗拉门戈节
(Festival Internacional del Cante
de las Minas)
弗拉门戈作为西班牙最具代表性的
艺术形式之一，每年都在穆尔西亚
(Murcia)大区的拉乌尼翁(LaUnión)
举行庆祝活动。这里你可以倾听最
杰出艺术家的歌唱，观看舞蹈，欣赏
吉他表演。此外，你还可以了解在
卡塔赫纳-拉乌尼翁(Cartagena-La
Unión)山区采矿传统与弗拉门戈艺术
的融合历程。除了庆典盛宴活动，节
庆期间还举行许多其他活动，比如展
览、葡萄酒品鉴或者诗歌朗诵等。
*地点：穆尔西亚大区的拉乌尼翁
时间：8月第一周
www.festivalcantedelasminas.org

西班牙的节日

LasMinas国际弗拉门戈节
拉乌尼翁，穆尔西亚



赛亚河国际皮划艇赛
阿斯图里亚斯

11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夏季

塞亚河国际皮划艇赛

快来体验自1930年开始举行的世界
上最重要的皮划艇节日之一吧。塞亚
(Sella)河岸是得天独厚的观赛地点。
比赛路线从阿利翁达斯镇(Arriondas)
一 直 延 续 到 终 点 里 瓦 德 塞 利 亚
(Ribadesella)。到达终点后，聚会庆
典移至CamposdeOva沿岸区，那
里会举行野餐。随后晚间，继续在里
瓦德塞拉和阿利翁达斯享用露天美食
音乐，参与民俗舞蹈节庆。
*地点：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大区的阿利
翁达斯和里瓦德塞拉
时间：8月第一个周六：8月第一周



西班牙的节日

埃尔切神秘剧(Misterio de Elche)

如果你想拥有在教堂观看戏剧的独特体
验，那么请前往埃尔切(Elche)的圣母玛
利亚大教堂(BasílicadeSantaMaría)。
该节日已经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口
头文化杰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上
演的是一出源自13世纪的抒情舞台剧，
全剧共两幕。戏剧表演落幕后还举行演
员参与的游行。
*地点：瓦伦西亚大区阿利坎特省的埃尔切
时间：8月11到15日

12

埃尔切神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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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夏季

阿尔巴利诺白葡萄酒节 
(Fiesta del Vino Albariño)
你可以在加利西亚的下河谷(R ía s
Baixas)地区品味欧洲最好的白葡萄酒
之一。该节日就是以这种果味醇香、
口感清新柔和的葡萄酒为主题。8月
第一个星期，节庆活动在坎巴多斯
(Cambados)的海边小山谷举行。届
时几千瓶美酒开瓶，人们可以品尝美
酒。并且还有美食、音乐会、民俗展
览等活动。
*地点：加利西亚大区蓬特韦德拉省的
坎巴多斯
时间：8月第一周

毕尔巴鄂圣母升天周 
(Semana Grande de Bilbao)
九天中，你可以在毕尔巴鄂(Bilbao)
这座位于巴斯克地区的城市体验不同
活动。音乐会、表演以及烟火都在等
待你的到来。在老城区以及河流沿海
你会看到托斯纳(txosna)，一种用来
临时搭建的播放音乐、提供食物以
及饮料的小房子，它是节日的精髓
所在。节日上可以看到玛丽哈雅(La 
Marijaia)—代表节日的高举手臂的大
型玩偶等传统人物。最后该玩偶会在
庆典结束时被燃烧殆尽。
*地点：巴斯克地区比斯开省的毕尔巴鄂
时间：8月下半月
www.bilbaoturismo.net

b 阿尔巴利诺白葡萄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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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索纳小丑节 
(Cipotegato de Tarazona)
该传统可追溯到18世纪，当时出现了
一个化装成小丑(Cipotegato)的人
物。该人物负责为前往参加该城守护
神圣阿蒂拉诺(SanAtilano)宗教游行
活动的孩子们开路。20世纪中节日习
俗改变，Cipotegato本人变成了被人
们追逐着扔西红柿的人。这个人物是

当地庆典活动的伊始。活动还包括街
头舞蹈、斗牛表演以及游行。
*地点：阿拉贡大区萨拉戈萨省的塔拉索纳
时间：从8月27日到9月1日

西班牙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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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丑节
塔拉索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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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花车之战
拉雷多

拉雷多花车之战 
(Batalla de Flores de Laredo)
前往这座坎塔布里亚海岸的美丽城市
拉雷多(Laredo)，观赏美轮美奂的被
成千上万花朵点缀的花车比赛。游行
前一晚你可以前去探究如何装点花车
及享受节日氛围。第二天，在游行的
同时，当地还会组织小型集市和音乐

表演，节日最后由裁判评选出当年最
佳花车。
*地点：坎塔布里亚大区的拉雷多
时间：8月最后一个星期五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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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赛马
圣鲁卡·德巴拉梅达

西班牙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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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鲁卡·德巴拉梅达
(Sanlúcar de Barrameda) 
海滩上的骑马比赛

潮汐的起伏中，圣鲁卡·德巴拉梅达
海滩被染成了红褐色，马和骑士们也
做好准备参与安达卢西亚大区夏天最
重要的运动、旅游和社交活动之一。
按照当地传统，此项比赛起源于鱼贩
为首先到达市场而进行的非正规比
赛。除观看和亲身体验比赛外，还可
体会中心街道上以花车游行和铺洒花

毯的形式庆祝圣鲁卡当地守护神节日
的难忘经历。
*地点：安达卢西亚大区加的斯(Cádiz)省
的圣鲁卡·德巴拉梅达
时间：8月
www.sanlucarturism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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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采摘节
(Fiestas de la Vendimia)
葡萄采摘的季节为你提供了机会近距
离了解葡萄酒酿造过程。体验脚踩葡
萄的传统、品尝第一口鲜酿以及酒庄
的开放日。
加的斯省的赫雷斯(Je re z  de  l a
Frontera)在每年9月上半旬化身为节
庆的舞台。节庆主要是向该区文化的
三种标志性元素致敬：葡萄酒、马和
弗拉门戈。你可以品尝葡萄酒和其他
安达卢西亚特色产品并且参与一些原
汁原味的市场庆典。

另一个盛大的葡萄酒节日则在拉里
奥哈(La Rioja)大区首府洛格罗尼奥
(Logroño)举行。该地区也是西班牙主
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节日也被称为圣
马代欧(San Mateo)节(9月21日)。节日
持续8日，期间你可以体验颇具感染力
的节日气氛。除葡萄酒相关活动外，还
有奔牛活动、花车游行和音乐表演。
*地点：安达卢西亚大区加的斯省的赫雷斯
和拉里奥哈大区的洛格罗尼奥
时间：9月

b 葡萄采摘节
赫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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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夏季



摩尔人和基督徒节

(Moros y Cristianos)
这是一个西班牙全国各地都庆祝的传
统节日，尤其在瓦伦西亚大区和穆尔
西亚(Murcia)地区。节日期间的游行
再现并纪念了13世纪穆斯林人与基督
教徒为争夺国家统治权的争斗。
其中规模最盛大最著名的是在阿利坎
特省(Alicante)阿尔克伊(Alcoy)举行
的庆典活动。自1980年起该节日被宣
布为国际旅游节日，这也是整个瓦伦
西亚地区最早举行该节日的地区。
庆典同时也在阿利坎特省的比耶纳
(Villena)举行。该习俗始于1474年，
届时有使用特殊三角乐器演奏的音
乐，穿着参与者亲手制作的华美传统
服饰的游行。
在穆尔西亚，你可以选择参与双方队
伍的游行。舞蹈、骑士队列、花车以
及不断经过的“方阵”一一从眼前走
过。每支“军队”都将宣读文章，试
图说服另一方将城市标志性地区让给
自己一方。随着西班牙特色舞蹈paso
doble的表演，你可以看到交出城市
钥匙的仪式。其后几天，大街小巷色
彩瑰丽，充斥着节日的氛围。
*地点：瓦伦西亚大区阿利坎特省的阿尔克
伊和比耶纳和穆尔西亚
时间：9月上半月
www.alcoyturism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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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摩尔人和基督教徒节
穆尔西亚

a 摩尔人和基督教徒节
比耶纳，阿利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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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胡埃斯莫丁节

(Motín de Aranjuez)
每年9月马德里大区的阿兰胡埃斯都
将举行庆典，纪念1808年该镇反对
代表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IV)的首
相科多伊(ManuelGodoy)的起义。
小镇的各街区都可以看到再现起义的
各种戏剧表演，由居民演绎的戈雅
(Goya)画作，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及民俗街头舞蹈等。其中一个非比寻

常的节庆就是塔霍(Tajo)河的海盗节
(DescensoPirata)。届时数百艘手工
船将穿越阿兰胡埃斯境内的塔霍。
*地点：马德里大区的阿兰胡埃斯
时间：9月第一个周末

莫丁节
阿兰胡埃斯，马德里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夏季



巴沙和瓜迪克斯的抢圣母像节 
(Cascamorras de Baza y Guadix)
这个节日起源于中世纪，当时一尊慈
悲圣母雕像出现，导致两个地方的人
们反目成仇。最后圣母雕像被留在
了巴沙(Baza)。你可以跟随一个名叫
“Cascamorras”穿着艳丽服饰的小
丑，从瓜迪克斯(Guadix)到达巴沙，
这个小丑希望能带回圣母像。巴沙居
民千方百计阻止他带走画像，在小镇
街道上奔跑追逐把黑色颜料倒在他身
上。
抢圣母像的小丑会停顿几次，让圣母
旗帜飘过跪在其周围的人们的头顶。
除了颜料，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就
是水，追逐中“攻击”的参赛者可以
用来清洗身体。
*地点：安达卢西亚大区格拉纳达省的巴沙
和瓜迪克斯
时间：9月5日到9日


_ 抢圣母像节
瓜迪克斯

西班牙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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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戈纳圣特克拉节 
(Santa Tecla de Tarragona)
若你在 9月下半月来到塔拉戈纳
(Tarragona)，你将有机会参与一些
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具标志性的习俗节
日。你可以在街道上漫步，观看化妆
成魔鬼和龙的居民在街头舞蹈，他们
还会以投掷鞭炮的形式检验你的反应
力，该活动被称为ElCorrefoc。你也
可以欣赏叠人塔(Castellers)令人惊叹
的技能，叠人塔是由人叠成的高塔，
最高可达9层。上述为参与人数最多的
两个节日活动，该节日的重头戏是水
中舞曲(SéquitoPopular)，加泰罗尼
亚巨人及化装表演者随着各种乐器演
奏的乐曲翩翩起舞。
*地点：加泰罗尼亚大区塔拉戈纳
时间：9月下半月

a 圣特克拉节
塔拉戈纳

a 圣特克拉节
塔拉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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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pain.info
www.visitspai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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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迦太基和古罗马人的节日
(Fiestas de Cartagineses y 
Romanos)
在秋夏之交的时节，位于穆尔
西亚大区(Mu r c i a )的卡塔赫纳
(Cartagena)将举行一次举世无双
的庆典以纪念其千年的历史。庆典持
续时间为10天。期间，居民将重现
2200年前的历史，重温迦太基人与
罗马人的故事。整座城市也变为双方
戏剧的舞台，其大量远古服饰以及武

器装备的运用绝对让你目瞪口呆。而
在节庆期间还可以前往手工艺集市，
品味卡塔赫纳特色美食，享受节日氛
围。庆祝活动持续到深夜。
*地点：穆尔西亚大区的卡塔赫纳
时间：9月下半月

西班牙的节日

b 迦太基人和罗马人节
卡塔赫纳





奥格鲁夫海鲜盛宴节 
(Fiesta del Marisco de O Grove)
奥格鲁夫(OGrove)位于加利西亚
(Galicia)大西洋沿海地区，是一座
以海鲜、海滩以及温泉著称的小镇。
10月的第一个周末，该小镇则会因
为海鲜盛宴节改头换面。节日中将呈
现丰富的加利西亚当地美食及当地民
俗。伴着悠扬回响的风笛和手鼓声，
以低廉的价格品尝美味的海鲜或者进
入厨房观看美食的制作过程。节日
最后一天也是魔幻的一天，品尝加利

西亚传统的名为"GranQueimada"
的烧酒，以葡萄皮酿制。该酒的制作
过程充满仪式感，具有祛除恶魔的功
效。
*地点：加利西亚大区蓬特韦德拉省的奥
格鲁夫
时间：10月的第一个周末
www.turismogrove.es

b 海鲜盛宴节
奥格鲁夫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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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节日

皮拉尔节
萨拉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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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戈萨皮拉尔圣母节 
(Pilar de Zaragoza)
10月中旬，阿拉贡大区(Aragón)的首
都萨拉戈萨(Zaragoza)将化身为一座
充满了节庆欢愉的城市，在这里传统
习俗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在超过一
周的时间内，文化变身大街小巷的主
题。城市的大街小巷上演着戏剧节、
舞蹈节、电影节、音乐节。
节日将在10月12日随着对该城守护
神皮拉尔圣母(VirgendelPilar)献花
仪式中达到高潮。当日，成千上万的
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将手捧
鲜花放在圣母脚下，形成一片蔚为壮
观，色彩斑斓的花海。到13日入夜
时分，玻璃念珠祈祷式(Rosariode
Cristal)队列绝对让你叹为观止。该
游行队列里彩色玻璃装点的马车以及
灯笼幻化为夜幕中让人难以忘怀的画
面。
*地点：阿拉贡大区的萨拉戈萨
时间：10月12日

波特斯烧酒节 
(Orujo de Potes)
波特斯(Potes)位于四座山谷的聚合
地因而享有温和的地中海式气候，而
这也有利于葡萄的种植。这也让该区
有了制作著名烧酒的原材料。该烧酒
节为坎塔布里亚地区(Cantabria)最
深入人心的节日之一，每年吸引成千
上万的游客在这一节日来到此地，品
尝当地的特色烧酒以及参加充斥着音
乐与传统游戏的庆祝活动。除可以参
观该酒手工酿造过程外，你还可以品
尝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列瓦娜
(Liébana)炖菜和手工奶酪。
*地点：坎塔布里亚大区的波特斯
时间：11月的第二个周末
www.turismodecantabria.com

25

a 波特斯烧酒节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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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节日

冬季

a 圣礼剧和东方三王花车游行
圣地亚纳·德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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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三王节(Reyes Magos)
在西班牙有一项与孩子们的圣诞礼物
相关的传统，全民参与。东方三王
是故事的主角，他们分别是梅尔乔
(Melchor)、加斯帕(Gaspar)和巴尔
塔萨(Baltasa)。耶稣在拿撒勒诞生
后，三人从遥远的东方赶去朝贺，并
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礼物赠与小耶
稣。每逢1月5日下午东方三王节的彩
车将在西班牙各地奔走。大量的载有
东方三王以及其他奇幻人物的彩车缓
缓行驶，车内人物不断向人群抛撒着
糖果，这也是西班牙小朋友们梦寐以

求的一天。
阿利坎特省阿尔克伊(Alcoy)举办西班
牙最古老的三王游行，有着独特的游
行方式。1月4日日落时分，你将看见
无数的火把照亮位于小镇山间的皇家
露营地。小孩子们纷纷走出家门寻找
皇家特使，陪伴特使左右的是一头拖
着信箱的小驴，孩子们会往信箱里投
递写给三王的信。5日下午东方三王骑
着骆驼抵达，穿过当地的大街小巷。



位于坎塔布里亚大区的圣地亚纳·德
尔玛(Santillana del Mar)除了传统的
三王游行之外，还有很多与耶稣降生
相关的表演。上述戏剧表演被统称为
圣礼剧(Auto Sacramental)。剧目在
历史古城区的不同地点露天演出。中
世纪小镇如画的景象以及石块铺就的
街道又营造出一种让人沉醉的圣诞气
息。
*地点：瓦伦西亚大区阿利坎特省的阿尔克
伊和坎塔布里亚大区的圣地亚纳·德尔玛
时间：1月5日
www.alcoyturismo.com
www.turismodecantabria.com

a 伊莎贝尔·德·塞古拉的婚礼
特鲁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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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德·塞古拉婚礼
(Fiesta de las Bodas de Isabel de 
Segura)
2月，位于阿拉贡大区(Aragón)的
特鲁埃尔(Teruel)城内将重演伊莎贝
尔·德·塞古拉(IsabeldeSegura)
和胡安(JuanDiegoMartínezde
Marcilla)之间的爱情悲剧，《特鲁埃
尔恋人》(LosAmantesdeTeruel)。
两人均为13世纪的人物。你可以近距
离观察古城区化身为一座表演该永恒
之爱不同片段的舞台。你可以看到当
地居民穿着中世纪服装，可以看到城
市的街道及广场如何充满了音乐、游
吟诗人和讲故事的人。在如此的气氛
下各种表演和活动将陆续展开，比如
赛剑、骑马或者品尝当地美食。
*地点：阿拉贡大区的特鲁埃尔
时间：2月的第三个周末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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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节日

狂欢节(Fiestas de Carnaval)
走出家门，上街尽情欢乐，在狂欢节中
体验沸腾的欢乐与喧哗吧！缤纷的色
彩，欢乐的氛围以及鼎沸人群共同谱写
出一曲动人的乐章。狂欢节的庆祝活动
是西班牙众多节日中参与人数最多最有
趣的节日之一。虽然狂欢节期间西班牙
全国举国欢庆，但是加的斯(Cádiz)、
特内里费岛圣克鲁斯(Santa Cruz de 
Tenerife)及阿吉拉斯(Águilas)的狂欢节
则以其精彩纷呈，原创新颖，以及国际
参与度成为其中翘楚。
加的斯狂欢节庆典举世闻名，其历史要
追溯到15世纪。保留的特色元素令其与
众不同，比如十几支化装游行队伍及乐
队。乐队演奏创作的歌曲多含有对社会
和政治的讽刺意味。老城区尤其是拉维
尼亚(La Viña)则是大部分彩车游行、舞
蹈庆典和无数活动的举行地点。

狂欢节
加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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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特内里费岛圣克鲁斯的狂欢节
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要数别开生面
的氛围。当地人在一年之中潜心准备
这个该城最盛大的节日之一，他们设
计彩车以及奇幻的服饰。而狂欢节皇
后选举更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届时
选手会身穿绚丽的服装走秀，有的服
装可重达200千克。
周六还将迎来巴西风格彩车，彩车穿
越城市的中心，宣告着狂欢节的到
来。化装游行及舞蹈队伍让你沉浸在
加勒比节奏中，难以自拔。最后，也
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周二的可索
游行(Coso)。游行中所有人都参与其
中，营造出一种属于人群的沸腾的欢
乐愉悦及喧嚣。
阿吉拉斯(Águilas)的狂欢节是西班牙
最受人瞩目并且传统最为丰富的狂欢
节之一。在其持续的两周时间内，
你可以近距离观看盛大的游行，体验
音乐、狂欢的庆典及无尽的欢乐的融

合。你可以在这非凡的一天观看每个
队伍的游行和舞蹈。当日晚上众人
参与的节日拉开序幕，大家欢聚在各
色各样的酒吧和餐厅中，而你可以
在三天之内品味当地特色美食如库
艾瓦(cuerva)，那是一种由水果和不
同酒调和而成的饮料，与桑格利亚酒
(sangría)类似。你也可以参与一些让
人耳目一新的活动，比如充满彩色纸
屑的彩蛋大战(guerradehuevos)或
者参加纸制化装比赛(concursode
disfracesdepapel)。

*地点：加那利群岛特内里费岛的圣克鲁
斯、安达卢西亚大区加的斯(Cádiz)、
穆尔西亚大区(Murcia)的阿吉拉斯
时间：2月末或3月初
www.andalucia.org
www.webtenerife.com
www.holaislascanarias.com/vive-el-
carnaval/
www.murciaturistica.es

a 狂欢节
特内里费岛圣克鲁斯

a 狂欢节
特内里费岛圣克鲁斯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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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节日

瓦伦西亚法雅节 
(Fallas de San José)
让我们在瓦伦西亚法雅节(Fallasde
Valencia)中告别冬季。节日期间整
座城市都充满庆典与音乐。在3月19日
的那个星期，城市遍布尼诺(ninots)雕
像，那是一种由木头、纸板和石膏制
成的大型雕像，象征对社会的批判，
随后雕像将在燃起的篝火中被烧毁，
场面非常壮观。节日的源头要追溯到
一个18世纪的木匠行会，木匠们在街
头烧掉旧家具以庆祝冬天的结束。
准备每天听到礼炮爆破的喧闹吧，大
量鞭炮一齐燃放，让你的身体也随
之颤动。3月15日晚上人们开始布置
(plantà)，将尼诺雕像放置在城市的
街道及广场上。3月19日为圣何塞日
(SanJosé)。当日晚间举行燃烧庆典
(cremà)，那是烧毁这些雕塑的时
刻，领略稍纵即逝的美。除彩车游行
和其他活动外，你也可以参加圣母献
花活动(ofrendafloralalaVirgen)。
*地点：瓦伦西亚大区瓦伦西亚市
时间：3月1日到3月19日
www.visitvalencia.com/agenda-
valencia/fiestas/las-fallas-de-valencia

法雅节
瓦伦西亚









春季

赫尔特山谷的樱桃花节
(Fiestas del Cerezo en Flor)
随着春日的到来，你可以在位于埃斯
特雷马杜拉大区(Extremadura)的赫
尔特山谷(Valle del Jerte)观赏白色
的花朵覆盖山脉的景象。该山谷被改
造为阶梯状以便种植樱桃树。卡塞雷
斯(Cáceres)省共12座小镇，樱桃花
节是领略该省文化、美食及传统的橱
窗，体验远离都市喧嚣的感觉。漫

步在樱桃树之间，享受戏剧和艺术节
庆，参与采摘蘑菇活动或者在地狱之
喉自然保护区(ReservaNaturalGar-
gantadelosInfiernos)探索，都能为
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地点：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区
卡塞雷斯省的赫尔特山谷
时间：3月末，4月初

b 樱桃花节
赫尔特山谷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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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节日

圣周(Semana Santa)
体验西班牙最华美、最激荡人心的宗
教节日。对上帝的虔诚、艺术及音乐
与其他宗教活动相互交织。
而在安达卢西亚大区首府塞维利亚
(Sevilla)该节日更是让人们情绪激昂，
宗教游行活动会在日与夜进行。观赏
随着庄严的音乐而行的人群和被奢华
装饰的宗教圣像。随着队列的行进，
可以听到人们为向圣像表示敬意而清
唱的歌曲“萨埃达”(saeta)。而庆
典中最受期待的莫过于圣周四和圣周
五晚上纪念耶稣受难的“清晨”。在
卡斯蒂利亚-莱昂(Castilla y León)大
区，被称为罗马式艺术珍宝的萨莫拉
(Zamora)，当地的圣周则以安宁及朴
素著称。宗教游行主要在夜间进行。
他们穿过石头铺就的街道和中世纪的
广场。在一片黑暗与寂静中只能看到
队列的蜡烛、灯笼以及火炬的点点亮
光。其塑像的艺术价值将令你惊艳。
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区(Castilla 
La Mancha)的昆卡(Cuenca)这座保留
了虔诚传统的中世纪城市里，你可以
亲身参与苦路游行(CaminodelCal-
vario)，耶稣圣像到来前的鼓号齐鸣
会让你惊讶不已。与圣周同时庆祝的
还有昆卡宗教音乐周，国际管弦乐团
和合唱团在大教堂演奏著名的神圣乐
章。
*地点：整个西班牙
时间：3月末4月初
www.visitasevilla.es
www.turismoenzamora.es
http://turismo.cuenca.es/

_ 圣周
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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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利亚四月节(Feria de Abril)
在这个安达卢西亚大区最著名的节庆
中体验难以忘怀的几天吧。从中午开
始，你便可以看见塞维利亚人骑着马
或者乘坐在马车上在城市的主要大道
上漫步。节庆场所入口有一扇巨大的
由上千盏灯组成的大门，大门灯光的
点亮宣告着四月节的开始。在节庆区
极富感染力的氛围中，在其一千多个
摊位里，跟随节日的节奏放松自己。
不过你需要注意，有的私用摊位不对
外开放。
观赏色彩绚丽的弗拉门戈服饰并品味
手工切割的伊比利亚火腿。你还可以
学习塞维利亚舞(sevillanas)。这是弗
拉门戈的一种类型，也是四月节不可
或缺的背景音乐。
*地点：安达卢西亚大区塞维利亚
时间：4月
www.visitasevill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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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沙丁鱼游行
(Entierro de la Sardina)
埋葬沙丁鱼游行的庆祝方式通常是列
队游行，然后参加嘉年华狂欢。在穆
尔西亚(Murcia)该节日的庆祝活动比
西班牙其他地区都略晚一些，为圣周
(SemanaSanta)之后的周末。让自
己在150年历史的庆典中体验斑斓的色
彩及欢乐，放飞自我吧。观赏节日期
间各个队列精心制作的化妆装束吧，
这些装束让城市充满了生机。参加埋
葬沙丁鱼游行吧：游行中化装队列将
为纪念奥林匹斯神的彩车开道，彩车
上的人会向人群抛送礼物和玩具，最
后，沙丁鱼像在烟花表演过程中被焚
烧，节日欢庆节目一直持续到次日清
晨。
*地点：穆尔西亚
时间：4月

a 埋葬沙丁鱼游行
穆尔西亚

a 塞维利亚四月节
塞维利亚

西班牙一年四季的节日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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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节日

庭院节
科尔多瓦

赫雷斯马节

科尔多瓦庭院节
(Fiesta de Los Patios)
在5月拜访科尔多瓦(Córdoba)，发
掘城市中隐藏的珍宝。节日的两周
内，科尔多瓦老城区的人们自豪地将
庭院向公众开放，庭院经过精心布
置，天竺葵、康乃馨和茉莉花被悬挂
在白色的石灰墙壁上。节日全天都可
以参观这些庭院，很多时候你还有机
会欣赏弗拉门戈舞表演，品尝科尔多
瓦特色小吃和Montilla-Moriles葡萄
酒。
*地点：安达卢西亚大区的科尔多瓦
时间：5月上半月
www.turismodecordoba.org

赫雷斯马节(Feria del Caballo)
赫雷斯(Jerezde laFrontera)是一
座集马术、雪莉酒和弗拉门戈于一身
的传统悠久的城市。在这里，5月初
举行的集会也是对这三种文化的热爱
的展现。自13世纪当地作为畜牧市场
以来，该集会在时光中演变为一场庆
典。庆典内容包括马术比赛、斗牛表
演以及塞维利亚舞比赛。
冈萨雷斯·德·洪多利亚(González
deHontoria)公园内可以看到成百上
千的骑士和马车穿越节庆区。晚上，
该区则化身为大型的弗拉门戈舞场。
舞场被无数摊位环绕，你可以在摊位
中品尝雷布吉托(Rebujito)，一种由雪
莉酒与碳酸饮料混合制成的鸡尾酒，
或者其他赫雷斯当地美味的葡萄酒。
*地点：加的斯(Cádiz)省的赫雷斯
时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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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西奥朝圣节
阿尔蒙特

托莱多基督圣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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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西奥朝圣节
(Romería Del Rocío)
这个融合了宗教和节日的节庆，每
年在圣周结束后的第五十天举行。
遍布西班牙上百万的人们，每年前
往位于韦尔瓦省(Huelva)阿尔蒙特
(Almonte)的罗西奥(Rocío)镇的
白鸽圣坛(Santuar io de Blanca
Paloma)，距离多尼亚那国家公园
(ParquenacionaldeDoñana)很
近。参加周日到周一晚上庆典中最激
动人心的一刻，“跳栅栏”(Saltode
lareja)：当地人会翻越栅栏，进入圣
坛，将圣母像从小教堂中取出进行游
行。如此虔诚的宗教信仰令人叹为观
止。
*安达卢西亚大区的阿尔蒙特
时间：5月
www.andalucia.org

基督圣体节(Corpus Cristi)
这一基督教节日是西班牙许多地区
都庆祝的传统节日，但是在托莱多
(Toledo)，该节日具有特殊意义。
在这座鲜花点缀的城市参加游行吧！
你将看到各家各户的阳台上都悬挂着
古老的旗帜，而大街小巷也被美丽的
鲜花装点一新。你还有机会欣赏托莱
多城贵族宅邸和宫殿内部唯美的庭
院，圣体节这天大部分建筑都会向公
众敞开大门。
在加那利群岛拉帕尔马岛(LaPalma)
的马索镇(Villa de Mazo)也用隆重的
方式庆祝该节日。除却传统的游行以
及同类活动外，庆典还有当地特色元
素，比如花朵挂毯和用花瓣、植物和
种子装饰的拱门。
*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区的托莱多
及加那利群岛拉帕尔马岛的马索镇
时间：5月31日
www.spain.info
www.visitspai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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